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新北府中搞什麼鬼 特約商店清單
店名

序

地址

購物券店家
2018特惠內容
A.商品全面8折 B.消費滿6000元贈送塗鴨摺疊椅 C.
是
滿3000元送300元抵用卷

1

BESO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7號

2

1973繼光香香雞★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9號

購買大份香香炸雞+蒜脆杏鮑菇+脆釀酸梅湯享225
元優惠價、購買中份香香炸雞+蒜脆杏鮑菇+脆釀酸
梅湯享175元優惠價(可補差額兌換其他飲料)

是

3

梅光軒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9號

FB粉專按讚，拉麵任選一款送麵條一份

是

勃肯BIRKENSTOCK 瑪荻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5號

（民眾出示來趣新北金發局新板府中萬聖節頁面即享
優惠）消費滿2580元贈送德國原裝皮製手環

是

5

里約歐義廚房-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5號2F

商品全面9折
消費滿1000元贈送開胃小品8選1

是

6

美華泰流行生活館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7-3號

萬聖節裝飾道具85折

否

7

美進旅遊用品有限公司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9號

商品全面95折

否

8

EASY SHOP(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1號

商品全面9折，指定款買一送一
（民眾出示來趣新北金發局新板府中萬聖節頁面即享
優惠）

否

9

三商巧福（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5號

點購指定套餐贈送黑堡資料夾一個

否

10 分享髮藝 Share hair salon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4號2樓

洗+剪$399/染燙享優惠：短 1460 中長 1760 長
2060/溫塑燙優惠 短及中長皆2060 長髮 2360

否

11 KAWA(卡瓦咖啡吧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6號

消費滿100元，可免費兌換薑茶或桂圓紅棗茶

否

12 50%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2號

期間限定商品349起

否

13 品鼎殿日式壽喜燒★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4號

消費滿1000元送100現金折價券，消費滿500贈1點
，集滿10點送4人同行1人免費優惠券

是

14 愛茶棧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巷22號

商品全面9折
消費滿1288送炸物滷味拼盤2選1分享卷

否

15 原宿時空膠囊旅館★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巷22號B1

Facebook/官方網站預約92折

是

16 Nkid童裝★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99號

部分商品5折起

是

17 CATLOVE玩甲★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號9樓之12

商品全面9折

是

18 潶溏粉圓專賣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02號

外送買六送一

否

19 巢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20號

20 寶島眼鏡板橋府中分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8號

21 丸作食茶府中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9號

22 小屁拉麵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巷15號

消費兩碗以上，並滿200元，送一樣小菜

否

23 ionme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巷15號

享會員8折價

否

24 icu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巷26號

享會員8折價

否

25 M3男裝★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1號1樓

消費滿2000元，送原創潮T一件

是

26 藝林美術語文短期補習班

板橋區重慶路8號5樓

報名20堂課送2堂，30堂課送3堂，50堂課送5堂

否

27 大升眼鏡行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56號

購買月拋隱形眼鏡2副，送60ml保養液一瓶

否

28 50%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8號1F

期間限定商品349起

否

29 海灣運動用品★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2號

可享有會員折扣

是

30 E書房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6號B1

消費獨立包廂，享餐飲85折優惠

否

31 麗人博多拉麵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7-1號

感謝祭：中午消費「拍照，打卡，按讚」即可享有店
內精緻小菜3選1

否

32 等梨來早午餐

板橋區重慶路99號

10月份推出特色商品：聖誕節套餐 100元

否

33 筷樂食刻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08號

滑蛋菇菇燴飯憑證特價100元

否

34 手機批發網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89巷39號

消費滿990元，送卡片行動電源(市價399)

否

35 Poker night 遊戲主題咖啡廳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67號

輕食+50元，飲品任選

否

4

消費滿1000元送100現金折價券
活動商品享5折優惠

是
否
是

36 谷豐通訊行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80號

配件全面享9折優惠；單筆消費滿500元贈送充電掛
繩一個；10月購買手機or門號可參加門市抽獎(好禮
有配件、3C用品等)

否

37 Merci Cr'eme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43巷34號

活動期間內可購買限定萬聖商品

否

38 究極上火焰炙燒牛排★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39號

商品全面85折

是

39 美仪精品服飾4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3巷3號

出示畫面享85折

否

40 美仪精品服飾2店

新北市板橋區公園街34巷24號

出示畫面享85折

否

41 美仪精品服飾3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2巷26號

出示畫面享85折

否

42 美仪精品服飾1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7號D室

出示畫面享85折

否

43 麵包空間 府中分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53號

自製商品9折
萬聖商品優惠價天使骷髏一盒40元、爆眼一顆40元/
一盒4顆80元

是

44 polar bear府中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63號1樓

消費滿5000，贈送竹炭襪一雙；購買7折以上
GORE-TEX防水外套憑萬聖節活動頁面再折$1000/
件

是

45 尚欣眼鏡★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20號

商品全面6折

是

46 良師塾人文食飲 Literati cafe

新北市府中路29-2號3樓

以電子型錄點餐即可兌換精美小禮1份

否

47 ABV 閣樓餐酒館★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67號12樓

消費滿2000元，送紅點南瓜啤酒

是

48 伊斯敦眼鏡館★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33號

商品全面9折

是

49 雨傘王板橋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46號

滿千折百，1500元折150元。

是

50 余味屋

板橋區館前東路144號

酒水9折優惠

否

51 水上鮮美食樓

板橋區館前東路126號

10位以上送果汁一罐

否

52 山櫻精緻涮涮鍋★

板橋區館前東路120號

Facebook打卡送牡丹蝦一隻
(每桌限定一隻)

是

53 箸肉家

板橋區館前東路63號

消費滿888元贈送鬼怪炸南瓜
生啤酒-清酒-沙瓦 買一送一

否

54 上官木桶鍋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6號二樓

打卡送活鮑魚

否

55 武鶴和牛火鍋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8號

打卡送澳洲M9和牛

否

56 町燒酒食★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46巷3-1號

打卡送黑糖煉乳麻吉一份

是

57 萬芳冰室板橋店

板橋區四川路一段8-1號

消費滿200元送冰火菠蘿油

否

58 荖藤咖啡

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98號

咖啡全品項第二杯7折(限外帶)

否

59 玉美人孕婦裝觀光工廠★

商品全面8折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10號5樓
消費滿2000元送造型擦手巾

是

60 首爾花樣豬韓式燒烤★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20號

商品全面9折優惠

是

61 曼士茶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6號

奶蓋系列85折優惠

否

62 堤諾義式比薩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公園街20號

消費滿799元送招牌甜在星1份，板橋區外送贈美味
花有所薯1份，消費滿1000元即可外送

是

63 美衣精品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板橋區公園街34巷24號
出示畫面享85折

64 三角三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68號

消費滿千贈干貝1份，每桌加贈五花肉餐卷(限下次使
用)

是

65 春芳號_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60號1F

來店消費並出示來趣新北金發局FB粉絲專頁可獲得
限量精美杯子，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否

66 新野町燒肉居酒屋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34巷10號

商品全面88折優惠

否

67 義磚義瓦義大利麵★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33號

出示來趣新北金發局FB頁面即享商品全面9折優惠

是

68 夢想兔_藍櫻生活美學★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44-1號

商品全面9折

是

69 隱居風味居酒屋★

板橋區東門街30-1號

打卡即贈送麻吉串燒2串

是

70 巢食蔬

板橋區東門街18號

商品全面95折

否

71 Zoo Cafe

板橋區東門街20號

憑證明來店消費即送Line貼圖

否

72 林斯漢堡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2號1樓之56 打卡送洋蔥圈

否

否

73 Merci Caf'e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7巷17號

消費滿500元，贈送滿滿蚯蚓糖果罐

否

74 Merci Vielle

新北市板橋區新府路50號二樓

凡消費認一咖啡飲品、即贈Merci Vielle義式咖啡耳
掛包一個

否

75 mr. cake 蛋糕先生

板橋區北門街18號

購買8吋以上蛋糕,贈送英文造型蠟燭

否

兩人以上成行送主廚推薦小品(肉盤或海鮮)

否

板橋區宮口街38號

油飯+花枝羹+小菜特價100元

否

新北市板橋區北門街48號2F

商品全面9折
剪燙染9折

否

飲料買10送1

否

商品全面9折(特價品除外)

否

商品全面9折

否

板橋區北門街56號

系列商品第二副半價

否

板橋區北門街50號

10月周年慶 洗剪,溫塑,矯正燙,結構式護髮,頭皮理療
(以上7折)產品8,5折 11月出示證明全9折

否

消費就送飲料(冬瓜茶)

是

76 板橋上老石鍋
77 宮口38麵食館
78 品典髮藝
79 yummy tea
80 積文館
81 飛騰體育用品社
82 憘視眼鏡
83 MORGAN髮型設計
84 JK義麵棧★

板橋區北門街2號

板橋區北門街48號
新北市板橋區北門街42-2號
板橋區北門街62號之2

板橋區後菜園街4號

85 上乘三家火鍋店

板橋實踐路25號

Facebook打卡送天使紅蝦
(需開鍋)

否

86 大魔大満足鍋物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0號

來店消費一鍋送2隻天使紅蝦

否

87 野夫咖啡 府中店

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2巷23號1樓

否

88 Puchi Loft小倉庫★

消費滿150元，可集Line點數一點，集滿十點，可獲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70號3弄26號
得$150折價券

是

89 在一起

板橋區文昌街24巷9號

否

90 薪傳戲劇舞蹈服裝出租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成都街97號

出示打卡評論可享9折

否

91 廖家華西街生炒花枝

板橋區成都街69號

消費贈送小菜一碟

否

92 果舖創意★

商品全面9折(優惠商品不再折扣)
消費滿1399元贈送收線扣
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號6樓之6
10月推出購買新手機殼贈送特色商品：南瓜逗扣
組合商品特價1890元(原價3590元)

是

93 東華川府重慶老火鍋★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12號

是

94

B1.POPA主題樂園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刷中信卡尖叫牛肉/巴掌嫩豬肉第二件半價
娃娃機集集樂貼紙活動
1張貼紙換30張彩票，2張貼紙換60張彩票，3張貼
紙換DUMA獎，5張貼紙換YIMA獎，10張貼紙換

95

1F.Crocodile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單筆滿2000元現折200元
單筆滿5000元現折600元，再送托特包一個

96

1F.Dr.aiR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97

1F.mwa mwa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3D多功能慢跑鞋指定款買一送一，憑本畫面消費再
送氣墊鑰匙圈1個，限量20個
凡穿著萬聖節服裝，打卡上傳至mwa mwa粉絲專頁
，可享有結帳金額再折抵$100

98

1F.SANTA BARBARA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鞋款特價990元起，2雙9折、3雙85折
消費不限金額贈針織圍巾一條 (共三色：薑黃色、淺
藍色、軍綠色)

99

1F.Leslie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100

1F.SST&C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101

成套西裝四件組9000元
秋冬新品上市七折

1F.爾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102

1F.POLIJIM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1.棒棒糖純銀墜白鋼項鍊、糖果純銀墜白鋼項鍊 搞
怪價999元(原價3060元)
2.耳環全面買一送一

103

1F.CP.KING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加入麗寶百貨會員，可享9折優惠

104

1F.IDRESS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女裝全面單一特價980元

105

1F.SHOW CAFÉ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加入麗寶百貨會員，飲品可享9折優惠

106

1F.牛頭牌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單筆消費滿3000元可以390元加購土豆系列鞋款

107

1F.愛啾吉拿棒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加入i chu會員消費，贈mini吉拿拍拍乙隻(任意口味)

108

1F.三花棉業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平口褲特價5件1000元，原價280元/件

109

1F.新銳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飲品第二杯半價，萬聖Party2人套餐299元

110

1F.MJ3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外套/壓力褲，1件7折，2件6折；限定商品買一送一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11

1F.power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單項設施$100，買三送二。

112

2F.幸福小棧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雞排+可樂特價99元(原價119元)

113

2F.熊王本舖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韓式泡菜起司豬排飯捲特價130元(原價145元)

114

2F.路克吐司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憑麗寶會員卡打9折，套餐價優惠中

115

2F.滷底撈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單筆消費滿200元，送鳥蛋一份

116

2F.馬祖漢堡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藍眼淚特調飲料特價60元，套餐加購價29元

117

2F.VR LIVE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不限平假日限時優惠$199(原價249元)

118

5F.PB特賣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休閒長褲590元起；polo衫390元起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

加入麗寶百貨會員，用餐前出示卡片送主廚私房菜乙
份

否

120 巷弄甜點腳踏車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5弄1號

消費滿300贈美式咖啡

否

121 初豆製漿坊(民權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4號

消費滿300贈小豆乳

否

122 101文具天堂(民權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8號

消費滿1000送娃娃

是

123 花員外★

新北市板橋區公館街58號

憑學生證來店消費打9折

是

124 元素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65號

商品全面95折

是

125 小衣櫥精品童裝★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21號

消費滿1500贈南瓜小提袋

是

126 GO義式義大利麵★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6弄2號

滿300元可外送

是

127 帕卡遜咖啡館★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7號

咖啡+蛋糕折15元

是

128 晶晶蛋糕麵包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12弄2號 6吋蛋糕300元起

否

129 FunLife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49號

雙人下午茶套餐優惠499

否

130 義大利精緻咖啡館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82號

精緻紅燒牛肉麵超值150元

否

131 恬秘密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5巷8號

10月店內推出萬聖節商品,楓糖肉桂捲

是

132 甜心坊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22號

滿300贈法式烤布蕾(買生日蛋糕、禮盒除外)

否

133 小日子乾拌麵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3弄1號

消費滿300加10元送小棒腿乙份

否

134 澎派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4弄1號

消費滿450贈特色商品,萬聖節手工餅乾

否

135 三毛好食集★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7弄1號

商品全面9折,滿千送一百優惠券(下次使用)

是

136 醇翠美味餐坊

新北市板橋區龍泉街125號

唐揚雞豬排雙享咖哩飯超值價160元,泰式打拋諸義大
利麵(燉飯)超值價90元

否

137 外兒.Stay Awhile★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5巷18號

消費滿200蓋1店章,集滿可兌換等值商品

是

139 華山論麵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8號

小菜四盤100元

否

140 萬金游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67號

大包特價300,買4包特價1000元

否

141 黃金香肉乾

新北市板橋區瑞安街16號

金幣肉乾超值200元

否

142 Oven Coffee 板橋大仁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6號

商品全面85折

否

143 洪爺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65號

四位大人同行打卡贈天使紅蝦,21:00消夜時段打卡贈
肉盤

否

144 黑心熊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26號1樓

打卡按讚+分享送工殤日誌(送完為止)

否

145 蓋子國際餐飲★

新北市板橋區建國街127號

消費滿400元，贈送醬燒雞米花一份(售價$145)

是

146 冬日向輕食坊★

新北市板橋區公館街27號

商品全面9折
10月推出萬聖節特色商品：南瓜盆栽DIY
南瓜盆栽DIY+2杯飲料+小拼盤，原價1050元，特
價850元（一大一小）

是

147 NU PASTA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44巷2號滿250元可以轉現金券,加抽沖繩雙人行4日

否

148 林甘吉炭烤地瓜★

板橋區校前街2號

買烤地瓜100以上現折10元

是

全品項飲品現折5元，不可與其他優惠併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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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藝奇新日本料理

149 兔子兔子茶飲專賣店＿板橋南雅店★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60號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50 Guten Morgen Brunch & Beer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2巷10號

於FB/IG打卡設公開即贈炸物乙份

否

151 崔官霸氣鍋★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3號

消費滿$1000贈送九孔鮑

是

152 沛果鮮食煮意★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10號

消費滿500贈手指餅乾,穿著萬聖節服飾於店內打卡送
防蚊貼一份

是

153 Hungry Bar 好餓★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3巷27號

於Hungry Bar 好餓FB粉絲團按讚,打卡送薯條一份

是

154 春野新派川菜★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8巷36號 消費滿2000贈料理包(金額不含消費券)

是

155 義番小舖 Yi fan Pasta★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11號

是

156 Ourtone 港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70巷3弄14號
A.滿300送薯條 B.滿500送咖喱魚蛋

是

157 星馬廚房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1-2號

否

158 JA火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8巷11號 消費滿1000元贈阿根廷天使紅蝦2尾

否

159 浪遊咖啡店★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27巷7號

是

160 暖暖窩義式廚房★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6巷16號 商品全面9折

是

161 小茶齋-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1號

否

162 漁網居酒屋★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234巷24弄4號
臉書打卡社工開送烤蝦乙份

是

163 桌游二三事★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2段234巷2弄9號商品全面9折

是

164 仁愛眼鏡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407號

消費打卡送贈品

否

165 凱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71號

皮爾卡登女性內衣買1送1(限單價1080元商品)

否

166 千壽司日本料理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26號

粉絲團打卡按讚上傳照片即可95折

否

167 活西美式餐飲店★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20號

消費滿500元送墨西哥辣雞翅一份,粉絲專頁打卡送鮮
奶酪一份

是

168 慢慢來咖啡比薩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70巷3弄24號
消費2個主餐贈脆薯兩份,雙人套餐點數兩倍送

否

169 貓嘰咕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270巷3弄40號
打卡加讚送掛耳包,捐書送小禮物

否

170 巧滋小廚★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8號

粉絲團打卡按讚送熱狗一份

是

171 食時在在 永豐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103號

消費打卡送脆薯乙份

否

172 食時在在 光武店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36巷2號

消費打卡送脆薯乙份

否

173 稜角室★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8號

消費滿399贈果醬貝果

是

174 稻零豆漿豆花專賣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29號

豆漿第二件7折,消費滿100可集點,滿10點送職人豆漿
一瓶

是

175 White Steak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49號

按讚FB分享並打卡可享餐點9折優惠

否

176 KOIKOI洋食屋★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40巷9號

商品全面95折

是

177 酒趴餐坊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57號

生啤柱3.62特價1000元

否

178 統順服飾百貨行

新北市板橋區江寧路2段46號

滿500折30

否

179 水果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享街74號

滿300折30

否

滿500折50

否

滿1000送創意料理

否

憑學生證折5元

否

換季商品,包包85折

否

滿500,95折

否

滿千折10元

否

180 水果蔬菜
181 九龍江餐館
182 阿公ㄟ控肉販
183 甜沅日鋪
184 錦龍機車行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54號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66巷3號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3段45號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10號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76號

全品項折扣5元

消費滿300贈印度拉茶

平日持致理學生證或教師證享餐點9折優惠

滿百折價5元 可累加

185 Yuly Brunch&Coffee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10巷16號

186 妹斯提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410巷13號 商品全面9折

否

187 牛肉麵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10巷1弄40號滿百送一顆滷蛋

否

188 雨蛙工作室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10巷1弄40號布袋戲周邊商品九折(非授權)

否

189 貴堡遞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410巷10號 打卡送炸物乙份

否

190 馨媽四季香香鍋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75號

外帶折10元

否

191 Dancing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4號1樓

商品全面9折

否

192 艾白旅生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10巷24號

消費滿500打9折

否

193 潘.古早味滷肉飯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62號1樓

滿100打9折

否

194 朱師傅手感烘焙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80-4號

生日蛋糕9折優惠

否

195 老布廚房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80-3號

當日壽星送蛋糕

否

196 博士能眼鏡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25號

學生特價(買框對折)

否

197 壺茶車(板橋懷德店)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15號

消費滿300贈任選飲料一杯(不加布丁)

否

198 陳家韓國魷魚羹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61號

消費滿200元贈小菜

否

199 維珍特速食漢堡

新北市板橋區宏國路66號

Line@滿100元集1點

否

200 就是胖手作養生包子饅頭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64-1號

饅頭買五送一(以低價位贈送)

否

201 初豆製漿所(松柏店)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11號

消費滿300贈小豆乳

否

202 Full house 異國風味鍋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7號

外帶85折

否

203 民視眼鏡行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146號

博士倫日拋買6送1

否

204 大呼過癮(臭臭鍋)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53號

外帶折10元

否

205 全新通信行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23號

玻璃保護貼150元

否

206 林森安全帽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3段145號

消費滿1000元贈竹炭透氣網內襯

否

207 金豪客平價牛排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73-1號

滿千折10元

否

208 阿澎烘焙坊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148號

滿300折10元

否

209 全家眼鏡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98號

隱形眼鏡買三送一

否

210 香船早餐屋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55號

消費滿300送大杯奶茶+薯餅乙片

否

211 Q Burger 民治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63號

週三咖啡第二杯5折

否

212 振暐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42-3號

滿10000元95折

否

213 椿尚定食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21巷23號 消費滿300贈特色料理

否

214 Pandora韓國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21巷6號

商品全面8折

否

215 冠品屋日式拉麵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21巷1號

滿千打9折

否

216 十月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35巷31弄13號
商品全面9折

否

217 新の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21巷19號 滿500折50

否

218 好煮義文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65號

消費滿300贈招牌玉米濃湯或紅茶

否

219 好煮義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90巷1號

消費滿300贈招牌玉米濃湯或紅茶

否

220 烘麥餅乾兄弟手工餅舖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98號

消費滿300贈萬聖節造型餅乾乙片

否

滿500以上95折

否

221 私嚐七七

新北市板橋區大同街77號

222 Domo居酒食堂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55號

打卡按讚送小黃瓜

否

223 檸檬草美食茶房★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7號

點餐享飲品半價優惠

是

224 檸檬草鍋物料理★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6號

雙人同行來店消費，FB按讚+Line好友送好禮二選一
(大干貝2顆/宜蘭櫻桃鴨腿)

是

225 桂舍花房★

新北市民生路二段240巷21號

消費滿700元，贈送限定萬聖搗蛋花束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