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學年度健康特色早餐業者(162家) 

編號 商號 
所屬 

地區 
營業地址 健康餐點 

1 拿靠 NAKA BRUNCH 林口區 文化三路一段 366號 丹麥鮮蔬漢堡+減糖豆漿 

2 米勒咖啡&三明治 林口區 中山路 524-2號 健康輕食沙拉餐 

3 小紅帽漢堡 中和區 華新街 192巷 36號 西西星雞腿蛋漢堡 

4 拉亞漢堡中和景平店 中和區 景平路 240巷 2弄 19號 烙烤雞腿起司蛋漢堡 

5 元氣早點名 新莊區 中港路 9號 田園蔬菜鮪魚蛋吐司+牛乳 

6 美堡寶 新莊區 中港二路 45號 豬排蛋三明治+100%牛乳 

7 餐櫃早餐店 中和區 新生街 112-3號 黑椒起司堡 

8 拉亞漢堡中和忠孝店 中和區 忠孝街 13號 烙烤雞腿堡加蛋 

9 吉得堡漢堡 中和區 自立街 119號 黑胡椒豬排堡+無糖豆漿 

10 民享中西式早餐店 中和區 民享街 91-1號 珍珠蔬菜蛋餅+少糖豆漿 

11 香噴噴早餐店 中和區 民德路 179號 1樓 韓式雞腿堡(黑胡椒口味) 

12 美好美速食店 中和區 南山路 401號 豬肉漢堡蛋 

13 部里格豆漿 中和區 員山路 358號 銀芽起司蛋餅 

14 弘爺漢堡百富店 中和區 員山路 100號 豬肉蛋漢堡+保久乳 

15 拉亞漢堡中和泰和店 中和區 連城路 23巷 34號 烤雞腿起司漢堡 

16 拉亞漢堡北門店 板橋區 北門路 10號 烙烤雞腿堡 

17 瑞麟美而美 板橋區 四川路 2段 245巷 17號 起士蛋吐司+無糖豆漿 

18 呷尚寶早餐店 蘆洲區 民權路 5號 豬排蛋漢堡+無糖豆漿 

19 
麥味登建中店 新莊區 建中街 85號 

鮪魚蛋餅+豆漿 

鮮蔬乳酪/丹麥堡加蛋加起司 

20 皇室吉利堡 板橋區 四維路 174號之 1 黑胡椒豬排吐司 

21 早安美芝城四川店 板橋區 四川路二段 245巷 51號 豬柳蛋吐司+低糖豆漿 

22 橘子早餐吧 板橋區 民生路二段 30號 黑胡椒豬排吐司+豆漿 

23 漢堡先生美食吧 中和區 中安街 56號 里肌豬排起司蛋堡 

24 興虹早午餐 新莊區 雙鳳路 128號 豬排起司蛋吐司 

25 麥味登中和新生店 中和區 民樂路 54號 豬排蛋堡 

26 麥香早餐 板橋區 大觀路二段 26號 豬排蛋吐司+牛奶 

27 陳媽媽手作早餐 板橋區 中正路 1巷 16弄 16號 里肌起司蛋吐司 

28 安安早餐 新莊區 福樂街 92號 里肌肉起司吐司 

29 米其漢堡 板橋區 自由路 15號 豬排起司總匯 

30 巧沛東方美 板橋區 三民路 2段 186巷 4號 黑胡椒豬排吐司+無糖豆漿 



31 您好早餐吧(康寧街) 汐止區 康寧街 408號 蔬菜起司三明治+無糖豆漿 

32 您好早餐吧 

(樟樹二路) 
汐止區 樟樹二路 245號 蔬菜起司三明治+無糖豆漿 

33 蓋得森健康餐飲 板橋區 雙十路三段 20號 全麥蔬菜蛋吐司+鮮奶 

34 早安美芝城雨農店 板橋區 雨農路 17巷 1號 里肌豬排蛋土司 

35 弘爺漢堡蟹堡王店 板橋區 民權路 328號 中式套餐+豆漿 

36 板橋豆漿 板橋區 民權路 196號 生菜沙拉燒餅+無糖豆漿 

37 拉亞漢堡 板橋區 民族路 247巷 7弄 44號 烙烤雞腿堡+低糖豆漿 

38 文聖美而美 板橋區 文聖街 97號 豬排蛋吐司+起司 

39 太和豆漿 板橋區 民治街 69號 饅頭豬排起司蛋 

40 食時在在 板橋區 永豐街 103號 煎雞肉堡+起司 

41 禾家早餐屋 泰山區 明志路二段 332號 薯泥蛋三明治 

42 早安美芝城 

新莊中榮店 
新莊區 中榮街 70號 經典牛肉堡 

43 吉得堡早餐店松柏店 板橋區 松柏街 92號 黑胡椒豬排堡+無糖豆漿 

44 弘爺漢堡源葉店 汐止區 水源路一段 238巷 1號 里肌堡加蛋 

45 興隆美而美 板橋區 大觀路 37巷 57號 烤豬排蛋三明治+低糖豆漿 

46 麥味登五工店 新莊區 五工二路 86巷 2號 黑胡椒豬排堡 

47 鄰家廚房 新莊區 建安街 99號 里肌蛋吐司 

48 美滿早餐 新莊區 幸福路 715巷 1號 豬排堡+無糖豆漿 

49 麥味登板橋三民店 板橋區 三民路二段 202-13號 黑胡椒豬排蛋堡 

50 拉亞漢堡板橋英士店 板橋區 英士路 40號 烙烤雞腿堡加蛋 

51 喜得炭火燒三明治 

板橋實踐店 
板橋區 實踐路 74號 花生豬排蛋吐司 

52 麥味登板橋雨農店 板橋區 雨農路 16號 燻雞蛋湯種 

53 豪美早餐店 板橋區 莒光路 40巷 4號 黑胡椒豬排蛋吐司+薏仁漿 

54 呷尚宝國光店 板橋區 中正路 325巷 39號 豬排蛋吐司+無糖豆漿 

55 Bee Burger快樂蜂 板橋區 新海路 58號 香草蛋燒三明治+低糖豆漿 

56 拉亞漢堡康寧店 汐止區 康寧街 478號 烙烤雞腿漢堡+低糖豆漿 

57 麥町吐司工房 汐止區 秀峰路 6巷 2號 中秋烤肉蛋吐司+低糖豆漿 

58 早安美芝城龍安店 汐止區 龍安路 202巷 45號 里肌豬排吐司 

59 6：35吃早餐 林口區 文化二路 96巷 26-1號 肉蛋吐司 

60 文化豆漿 林口區 文化二路一段 18號 豬排蛋餅+無糖豆漿 

61 漢堡大師五股四維店 五股區 四維路 129號 起司蔬菜蛋餅 



62 咕咕美而美 五股區 凌雲路 158巷 8號 豬排乳酪餅+牛乳 

63 萬佳鄉 汐止區 樟樹二路 136巷 12號 雜糧豬排堡+起司 

64 拉亞漢堡新店北新店 新店區 北新路二段 26號 醬燒豬排蛋堡+起司 

65 紅橘子早午餐 

汐止忠孝店 
汐止區 忠孝東路 238號 烤里肌豬排蛋 

66 麥味登汐止仁愛店 汐止區 仁愛路 23號 黑胡椒豬排漢堡+起司 

67 超級晨堡 汐止區 仁愛路 142號 香煎里肌豬+無糖豆漿 

68 喜得炭火燒三明治 

汐止樟樹店 
汐止區 樟樹一路 218-1號 里肌豬排三明治 

69 蘋果 203早午餐 

板橋英士店 
板橋區 英士路 5號 歐姆起司蔬菜蛋漢堡 

70 大台北永和豆漿 板橋區 英士路 64號 豬排堡 

71 呷尚宝民樂店 中和區 新生街 180號 蛋餅+牛乳 

72 麥珍香速食店 板橋區 校前街 40巷 9號 里肌蛋三明治 

73 麥味登蘆洲店 蘆洲區 永康街 65號 黑胡椒豬排蛋吐司 

74 麥味登板橋篤行店 板橋區 篤行路三段 62號 黑胡椒豬排堡加蛋 

75 早安美芝城僑中店 板橋區 橋中一街 蘋果核桃軟法+少糖豆漿 

76 小甜甜早餐店 新莊區 中港路 1號 輕食套餐 

77 吉得堡和平店 板橋區 和平路 66號 鮪魚蛋吐司+牛奶 

78 早安美芝城 

活力新海店 
板橋區 新海路 403巷 16號 豬排蛋吐司+起司 

79 早餐店 新店區 安祥路 104之 10號 豬排蛋堡 

80 瑞麟美而美大豐店 新店區 大豐路 76號 碳燒豬排堡+無糖豆漿 

81 味香堡 新店區 中央三街 125號 豬排堡+無糖豆漿 

82 僑中漢堡店 板橋區 僑中一街 102巷 1弄 2號 里肌蛋堡+低糖豆漿 

83 apple203早午餐 板橋區 中山路 2段 90巷 3號 素食總匯吐司 

84 麥味登板橋大崙店 板橋區 長安街 331巷 89號 黑胡椒豬排堡 

85 
萬佳鄉 林口區 

文化二路 2段 88巷 31號 1

樓 
雜糧堡+減糖豆漿 

86 巧滋小廚早午餐 板橋區 莒光路 8號 鮪魚蛋餅+無糖豆漿 

87 瑞麟美而美 林口區 民權路 82號 起士蛋堡 

88 弘爺漢堡龍鳳店 林口區 竹林路 78號 中式里肌肉漢堡 

89 萬佳鄉忠孝店 林口區 忠孝一路 9號 豬排堡 

90 麥味登林口工六店 林口區 工六路 600號 豬排漢堡+無糖豆漿 

91 愛登堡 板橋區 信義路 129號 豬排堡 



92 紅橘子精緻早午餐 

安民店 
新店區 安民街 134號 里肌豬排蛋堡 

93 呷尚宝 蘆洲區 中興街 13號 豬排吐司+減糖豆漿 

94 麥町吐司蘆洲中山店 蘆洲區 中山二路 165號 香烤起士蛋+無糖豆漿 

95 早安中西早午餐 蘆洲區 民生街 109號 豬排蛋堡+無糖豆漿 

96 麥味登板橋體育館店 板橋區 中正路 17號 歐姆蛋漢堡 

97 大庭美而美 板橋區 中正路 170號 蔬菜起司堡+豆漿 

98 早安美芝城明志 29 泰山區 明志路二段 29號 豬排起司堡 

99 香日葵餐坊 泰山區 仁德路 82號 元氣珍豬堡 

100 蕃茄村新莊中港店 新莊區 中港一街 28號 陽光起司堡 

101 杜太太 泰山區 仁德路 86號 薰衣草里肌 

102 希邇頓中西式早餐店 泰山區 明志路二段 342-1號 燻雞板燒 

103 紅橘子蘆洲中正店 蘆洲區 中正路 321號 里肌豬排蛋吐司 

104 NO.337早餐店 泰山區 明志路二段 377號 鮪魚蔬菜起司歐姆蛋吐司 

105 米吉米早餐吧 泰山區 民生路 18號 烤鮪魚蛋吐司 

106 蕃茄村蘆洲民族店 蘆洲區 民族路 510號 健康蕃茄豬排吐司 

107 拉亞漢堡蘆洲民族店 蘆洲區 民族路 356號 烙烤雞腿堡+無糖豆漿 

108 永和豆漿 板橋區 忠孝路 184號 玉米蛋餅+無糖豆漿 

109 拉亞漢堡 蘆洲區 三民路 378-2號 烙烤雞腿堡 

110 弘爺漢堡新莊中和店 新莊區 中和街 64號 醬燒雞腿蛋堡 

111 早餐優選中榮店 新莊區 中榮街 28號 照燒豬排三明治 

112 麥味登新莊中原店 新莊區 中原路 138號 黑胡椒豬排堡 

113 蕃茄村漢堡 

新莊中信店 
新莊區 忠信街 18號 黑胡椒豬排紫米漢堡 

114 弘爺漢堡信義店 新莊區 公園路 100號 豬排蛋吐司+無糖豆漿 

115 麥味登新莊光華店 新莊區 民安西路 183號 黑胡椒豬排 

116 蘇東波豆漿店 新莊區 民安路 201號 饅頭豬排+無糖豆漿 

117 透早日頭 TOZAZTO 新莊區 和興街 7號 日出彈堡(黑胡椒猴頭菇) 

118 麥味登中和復興店 中和區 復興路 50號 黑胡椒豬排堡 

119 克拉克早餐店 中和區 連城路 347巷 18弄 2號 豬排蛋堡 

120 麥味登中和前進店 中和區 連城路 334號 千層蛋燒 

121 艾米果精緻早午餐 

永平店 
新店區 永平街 35號 豬排蛋漢堡+無糖豆漿 

122 呷尚寶耕莘店 新店區 民族路 162號 豬排蛋漢堡 



123 小麥早餐店 新店區 安忠路 57巷 16號 豬排蛋吐司+無糖豆漿 

124 姑媽早餐店 

(中華路分店) 
新店區 中華路 1號 

饅頭夾里肌肉蔥花蛋+ 

無糖豆漿 

125 姑媽早餐店 

(三民總店) 
新店區 三民路 79號 

饅頭夾里肌肉蔥花蛋+ 

無糖豆漿 

126 巨林美而美早餐店 蘆洲區 光華路 22巷 55號 燻雞芝心吐司 

127 榖 Morning 蘆洲區 光榮路 55號 燻雞堡 

128 活力微笑早餐屋 板橋區 中正路 325巷 27號 豬排蛋吐司 

129 四葉幸運草 板橋區 文化路 270巷 3弄 12號 幸運草潛艇堡 

130 早餐店 板橋區 中正路 325巷 3弄 23號 豬排蛋吐司 

131 萬家鄉大同街 板橋區 大同街 4號 起士蛋吐司 

132 麥味登板橋新埔店 板橋區 互助街 62號 起士蛋吐司+牛乳 

133 好食光 BRUNCH 板橋區 吳鳳路 76號 起士蛋吐司+牛乳 

134 泰豐手工包子 泰山區 明治路 346號 雞腿鮮肉包子+無糖豆漿 

135 元氣早餐吧 新店區 新店路 120號 高鈣特餐 

136 華家永和豆漿 泰山區 明志路一段 31號 豬排蛋饅頭+無糖豆漿 

137 健康主義 板橋區 文化路一段 311-18號 黑胡椒豬排蛋漢堡 

138 美而美早餐店 中和區 安平路 214號 招牌鮪魚蛋餅+鮮奶茶 

139 晨光香戀早餐店 中和區 中和路 324巷 3弄 9號 3號餐(蔬菜蛋餅+鮮奶茶) 

140 大安永和豆漿店 中和區 復興路 1號 豬排蛋餅+無糖豆漿 

141 舊街永和豆漿 林口區 中正路 157號 饅頭起士蛋+無糖豆漿 

142 Megan早餐店 林口區 中山路 148號 美式套餐 

143 小貓咪早餐店 板橋區 民權路 260巷 62號 玉米筍蔬菜三明治+鮮奶茶 

144 拉亞漢堡 板橋區 國光路 32號 起司蛋餅+豆漿 

145 紅橘子新莊中正店 新莊區 中正路 829巷 20號 里肌千層堡 

146 永和豆漿大王 中和區 永貞路 255號 豬排蛋餅+無糖豆漿 

147 瑞麟美而美早餐店 中和區 新生街 186巷 1弄 29號 豬排蛋三明治+鮮奶茶 

148 
橘子小姐 中和區 華新街 140號 

里肌豬排蛋牛奶吐司+ 

無糖豆漿 

149 瑞麟美而美 蘆洲區 長安街 345號 1樓 煎蛋起士漢堡+低糖豆漿 

150 麥味登蘆洲正和店 蘆洲區 正和街 79號 黑胡椒豬排堡 

151 巨林美而美 板橋區 文化路二段 526號 蔬菜起士吐司+無糖豆漿 

152 晨間廚房餐飲 

有限公司 
板橋區 新海路 54號 洋芋燒肉吐司+無糖豆漿 



153 弘爺漢堡埔墘店 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 90巷 26號 里肌漢堡 

154 
亞米早餐焗烤 

義大利麵 
新莊區 建安路 93號 

菌菇起司蛋餅 

醬燒牛肉蛋餅 

黑胡椒起司豬排蛋吐司 

155 弘爺漢堡輔大店 新莊區 中正路 516-15號 里肌蛋餅+少糖豆漿 

156 蕃茄村漢堡 

新莊豐年店 
新莊區 豐年街 53巷 6號 起司歐姆蛋樂活堡 

157 拉亞漢堡 汐止區 大同路一段 227號 起司湯種吐司 

158 弘爺漢堡城堡寶店 板橋區 互助街 77巷 7號 里肌漢堡 

159 蕃茄村 中和區 圓通路 391-3號 豬排蕃茄吐司 

160 早安美芝城溪崑店 板橋區 溪崑二街 126號 起士蛋吐司 

161 大樹堡早餐店 深坑區 北深路二段 220號 蔬果三明治+無糖豆漿 

162 吉馫早餐店 深坑區 埔新街 60號 豬排蛋三明治+無糖豆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