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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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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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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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水与松森林莊園

美茶坊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南村里南村路

9-7 號 

0931-666806 

https://reurl.cc/556YGn  

http://www.heartoftaiwan.com.tw/
https://bear.okgo.tw/
https://reurl.cc/556YGn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4 
埔里西站 

商務旅舘 
宿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仁愛路 41 號 049-29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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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香草騎士 

巧克力工坊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241-2 號 

049-2992276 

https://vanillaknight.com/  

6 金都餐廳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236 號 049-299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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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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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esthotel.com.tw/home
https://vanillaknight.com/
https://www.facebook.com/pulijindu/
http://neweraart.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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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晶園休閒渡假村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金天巷

70 之 1 號 

049-2898740 

http://www.crystalresort.com.tw/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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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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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hichibinbingshavedice/
http://www.crystalresort.com.tw/
https://yuanju.ego.tw/
https://www.facebook.com/Hsin.Shan.Wei/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2 
Hugosum 和菓

森林紅茶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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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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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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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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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5-625298 

https://www.powtea.com/  

https://www.hugosum.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shangfuyutea
http://www.thedeer56.com.tw/
https://www.powtea.com/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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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原宿民宿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58 號 
049-2850215 

https://yuansuinn.com.tw/  

18 集品咖啡棧 食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八張里集賢街

42 號 

049-2764270 

https://reurl.cc/o1nlV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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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A7QoQe
https://yuansuinn.com.tw/
https://reurl.cc/o1nlV5
https://reurl.cc/moVapM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20 
jijianana 集元果

觀光工廠/農場 
購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大坪巷

38 號 

049-2764562 

https://www.jijibanana.ne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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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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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可倫巴 宿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八張街 46 號 0975-696710 

http://www.kurumba.com.tw 

 

https://www.jijibanana.net/
http://champs-elysees.mmmtravel.com.tw/?ptype=info
http://champs-elysees.mmmtravel.com.tw/?ptype=info
https://www.herbal-nature.com/?lang=zh-TW
http://www.kurumba.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23 深度遊趣 遊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二路 92 號 049-2312476 

https://www.facebook.com/allwaytotri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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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985 音樂公寓 宿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二路 64 號 0917-87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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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將品屋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赤腳精靈)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八卦路 1-1 號 049-2233666 

https://reurl.cc/n19eyv  

https://www.facebook.com/allwaytotrip/
https://www.facebook.com/SavourCafeNantou/
https://www.facebook.com/1985musiccondo/
https://reurl.cc/n19eyv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28 甜心巫婆工房 食 南投市 南投市南投市仁德路 135 號 0933-18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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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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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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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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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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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joo.com.tw/sweet/
https://www.facebook.com/bearslovepopsicles/
https://www.facebook.com/funice24/
https://www.facebook.com/e92coffee/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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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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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坤德茶筍餐 食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彰雅村中正路

一段 225 號 

0965-522505 

https://reurl.cc/QLy0D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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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si2225188/
https://www.facebook.com/ZhenCangDongDing/
https://reurl.cc/QLy0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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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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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orest1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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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url.cc/QLy0RZ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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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地球村農家民宿 宿 國姓鄉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長北路

128 號 

0910-506439 

https://reurl.cc/DyRRGQ  

https://www.forest18.com/
https://reurl.cc/QLy0RZ
https://www.facebook.com/angelwing0521/
https://reurl.cc/DyRRGQ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40 糯米橋咖啡工坊 購 國姓鄉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長北路

46-1 號 
0938-997203 

https://www.facebook.com/NuomiBridg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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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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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06 更新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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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