
店名 *
餐飲業別 電話 地址 等級

台安醫院 醫院 2637-1600 新北市三芝區楓子林路42之5號 良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

醫院淡水分院
醫院

2809-4661

轉2047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優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醫院
2982-9111

轉3123
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2號 良

新仁醫院 醫院
2201-7212

轉310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95號 良

新泰綜合醫院 醫院
2996-2121

轉1107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57號 良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

醫院
醫院

2648-2121

轉8822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優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院 醫院
2276-5566

轉2031、2036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27號 優

行政院衛生署雙和醫院(委託臺北

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醫院

2249-0088

轉8313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優

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 醫院

2672-3456

轉8650

 2671-7414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99號 良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

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醫院
8966-7000

轉101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 優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 醫院
2219-3391

轉6501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優

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 醫院
8200-6600

轉316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94號 優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 醫院
2610-1660

轉1030
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33號 優

名恩療養院 醫院 2670-1092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2段62號 良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灣仁濟院

附設仁濟療養院新莊分院
醫院

2201-5222

轉6011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路100巷27號 良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

院
醫院

2928-6060

轉21210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80號 良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北

分院
醫院

6628-9779

轉5606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 優

泓安醫院 醫院
2623-2681

轉203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91巷2號 良

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 醫院
2211-8899

轉310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57巷5號 良

宏慈療養院 醫院 2215-1177 新北市新店區安泰路157號 良

國家教育研究院 盒餐工廠 86718669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 優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808-2036 淡水區八勢一街1號 優

中原食品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672-3868 三峽區正義街16-1號 優

寬大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218-3787 新店區民生路29號 優

珍品軒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226-2809 中和區立德街112號地下一樓 優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980-8330 三重區力行路2段30巷10號 優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299-9899 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權七路77號 優

百原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981-3303 五股區中興路1段61號 優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984-0804 五股區中興路1段95巷4弄3、5號 優

宏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290-0198
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權路54號

一廠(49號)已停工
優

統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290-0079 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權路49號3F 優

欣宇祥企業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904-9277 新莊區中正路566號1、2樓 良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996-9305 新莊區幸福東路86號 優

味仙餐飲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907-2897 泰山區德安街19號 優

昱品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689-0808 樹林區忠愛街2號1樓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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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原盒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688-9088 樹林區忠愛街5號2、3樓 優

食尚中廚股份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8675-3071 樹林區武林街16之1號 優

北區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2688-4900 樹林區保安街3段1巷1號 優

全順餐盒食品有限公司 盒餐工廠 0912-288506 土城區日新街37之1號 優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6-2005

轉207
三芝區育英街22號 優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6-2473

轉17
三芝區橫山里大坑86號 良

新北市三芝區興華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7-1366 三芝區興華里5號 優

新北市淡水區忠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21-6139

轉12
淡水區椿子林16-8號 優

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29-7121

轉118
淡水區學府路99號 優

新北市石門區石門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8-1273

轉125
石門區尖鹿里中央路1-9號 優

新北市石門區石門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81-263

轉27
石門區尖鹿里中央路9號 良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8-1258 石門區老梅里老梅路10號 優

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38-1269 石門區茂林里茂林社區74號 良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8-1125

轉208
金山區中山路234號 優

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8-6503 金山區金美里忠孝一路111號 良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高級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8-2028

轉404或406
金山區美田村文化二路2號 優

新北市金山區三和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08-0417 金山區重和里六股林口38號 優

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0955-457219 金山區萬壽里2鄰海興路49號 優

新北市萬里區大鵬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8-8131 萬里區大鵬里加投路14號 優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2-2512

轉34 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167號 優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2-2053轉36 萬里區獅頭路24號 優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2-2034 萬里區萬里里瑪鋉路18號 良

新北市三峽區明德高級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2-3302

轉249
三峽區中正路二段399號 優

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2-0298

轉24
三峽區五寮里69號 優

新北市三峽區民義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1-1895

轉111
三峽區白雞路40號 良

新北市三峽區大成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2-6521

轉113
三峽區成福路251巷2號 優

新北市三峽區有木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2-0067

轉17
三峽區有木里131號 優

新北市三峽區三峽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3-8030

轉154
三峽區復興路238號 良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2-0230 三峽區插角里39號 優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8676-4945 三峽區溪東路213號 優

新北市三峽區建安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2-6783

轉107
三峽區安坑里建安路67號 優

新北市鶯歌區二橋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0935-612232 鶯歌區中正三路106號 優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70-9228

轉124
鶯歌區育英街2號 優

新北市石碇區雲海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5-1715

轉12
石碇區北宜路五段坑內巷ㄧ號 優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3-1288

轉31
石碇區永定村蚯蚓坑20號 優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3-1244

轉17
石碇區石碇西街15號 優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高級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3-1224

轉305
石碇區隆盛村八分寮45號 優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2-4675

轉290
深坑區文化街45號 優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5-1010

轉61
平溪區石底街92號 優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5-1009

轉13
平溪區菁桐街45號 良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48-0611

轉826
汐止區仁愛路90號 優

新北市汐止區北港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46-2832 汐止區汐萬路2段279號 優

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95-2361 汐止區明峰街201號 優

新北市汐止區長安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8648-0944

轉222
汐止區長興街一段80號 優

新北市汐止區崇德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8647-8002 汐止區茄苳路158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2174543

轉113
新店區北宜路三段66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217-3146

轉221
新店區北宜路二段80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2110560

轉206
新店區安忠路36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雙城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2156511

轉128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3段322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6-7490 新店區屈尺路55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6-7278 新店區直潭路92號 優

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6-7317

轉14
新店區新烏路三段99巷10號 優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925-9879

轉307
永和區保生路25號 優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國民中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1-6482 烏來區啦卡路5號 良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1-6124 烏來區福山村李茂岸56號 良

新北市貢寮區和美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0-9431 貢寮區和美里龍洞街1-9號 良

新北市貢寮區豐珠國民中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0-3727

轉142
貢寮區美豐里雞母嶺街6之6號 良

新北市貢寮區澳底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0-1432

轉220
貢寮區真理里延平街10號 優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9-1449

轉15
貢寮區福隆里東興街35號 優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4-1083

轉116
貢寮區龍崗里嵩陽街42號 優

新北市貢寮區貢寮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4-1274

轉216
貢寮區雙玉村學苑街7號 優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高級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3-1028

轉236
雙溪區梅竹蹊3號 優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0928-199471 雙溪區共和里東榮街54號 優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982-6272

轉132
三重區中正北路113號 優

新北市五股區更寮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982-4591

轉22
五股區四維路2號 優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992-5550

轉830
新莊區中港一街142號 優

新北市新莊區興化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299-1001 新莊區五工二路50巷2號 優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997-1005

轉235
新莊區公園一路91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7-2058

轉128
瑞芳區龍川里9鄰中山路2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瓜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62036

轉207
瑞芳區石山里五號路306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瑞亭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7-1726 瑞芳區四腳亭埔路23號 良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7-2263 瑞芳區永慶里崙頂路145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吉慶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57-6405

轉634
瑞芳區大埔路95號 良



新北市瑞芳區欽賢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1-1580

轉24
瑞芳區南雅里南雅路87之1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義方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7-0961 瑞芳區逢甲路360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7-8184 瑞芳區瑞濱里瑞濱路34號 優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491-1571

轉13
瑞芳區鎮鼻頭路99號 良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8686-5486

轉835
樹林區大同街43號 優

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80-6673

轉831
樹林區中山路三段五號 優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80-5557

轉123
樹林區佳園路一段34號 優

新北市樹林區彭福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0919-715660 樹林區忠孝街30號 優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80-2507

轉266
樹林區柑園里10鄰柑園街一段353號 優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80-1958 樹林區柑園街二段125號 優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275-5313

轉239
板橋區大觀路二段59巷31號 優

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0935-908651 板橋區金門街289號 優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10-2016

轉305
八里區荖阡里荖阡坑路15號 良

新北市林口區瑞平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05-2779

轉15
林口區太平村後坑34-1號 優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國民中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56210

轉13
坪林區國中路4號 優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國民小學 學校自設廚房
26656213

轉36
坪林區國中路4號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