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否提供訂購

□是/訂購電話

□否

1 中崙素食之家 美食街

1.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2.使用加碘鹽

3.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14

號)

■是/02-25571207

□否

店家於米飯部分提供民眾自由選擇白飯或五穀飯，可增加民眾全

榖雜糧類的攝取量。

2 大碗將軍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加工類食品≦1樣

3.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51

號)

■是/0958748182

□否

店家提供多種口味的麵條及湯頭，亦提供飯類的選擇，是一家多

元選擇的店家，海鮮類的菜單提供蝦子、文蛤、魚片，配菜則有

蚵白菜、木耳、杏包菇、紅蘿蔔、洋蔥等，建議肉類菜單之肉類

部分可提供較低脂的里肌肉片或腱子肉，減少動物油脂攝取，讓

年長者避免高脂食物的風險

3 三八香餃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38

號)

■是/0989916062

□否

店家販售多種口味的水餃，分為牛、豬、雞，選擇豬肉的部分是

7成瘦肉3成肥肉，雞肉部分則是以雞胸肉 (低脂肉類為主)，肉類

與蔬菜的比例是1:1，更選擇不同蔬菜作為搭配，除了常見的高麗

菜及韭菜，另研發玉米、洋蔥、青蔥口味的水餃類，簡單調味、

口味清淡，亦符合高齡長者之需求；建議店家可增加堅果種子類

如芝麻、或其他香草口味入餡料，或特製以蔬菜為主餡料的蔬食

水餃，水餃皮部分也可增加全麥粉的添加，增加民眾攝取全穀比

例來源

4 宸心小廚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堅果種子入菜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39

號)

■是/0985184498

□否

店家主打多樣化食材的搭配尤其蔬菜及根莖類食材，包括小白

菜、紅蘿蔔、絲瓜、木耳、金針菇、杏鮑菇、美白菇、蓮藕片、

南瓜、玉米、番茄..等，讓民眾一餐就能吃到多種類抗氧化的蔬菜

，以延緩老化並預防慢性病，再搭配主食類別的挑選，配有紅藜

紫米飯的選擇，可增加全穀類的攝取

5 享食煮藝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堅果種子入菜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40

號)

■是/0917123080

□否

店家研發的無骨雞腿排沙拉，嚴選多種蔬菜(包括紫高麗、美生

菜、小黃瓜、苜蓿芽、綠花菜、番茄)及根莖類(玉米、地瓜)作為

碳水化合物的來源，肉類搭配優蛋白質的雞腿肉(國產卜峰肌肉)

，調味更是獨家口味選用辛香調味料(如檸檬、羅勒、蒜香…等)，

口味清爽、不會過鹹，更提供民眾無糖茶(坪林四季春)，非常有

健康概念的店家；建議店家輕食沙拉的主菜也可提供魚類的選擇

，讓民眾有另類優質蛋白質的選擇，蔬食沙拉部份更可加入堅果

元素(如:杏仁、腰果、南瓜子…等)，增加不飽和脂肪酸的來源，

以符合地中海飲食的條件，讓食用者達到健腦、避免失智的好

處。

6 知高飯 美食街

1.加工類食品≦1樣

2.不提供含糖飲料

3.使用加碘鹽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28

號)

■是/02-25788678

□否

7 阿寬手扯拌麵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加工類食品≦1樣

3.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31

號)

■是/0965125589

□否

店家提供的雞絲拌麵及肉類使用皆以低脂肉(雞胸肉及瘦肉)為主

，拌麵裡的配菜有青蔥、蒜苗、香菜、小黃瓜，低油烹調口味清

淡；建議店家可變化配菜顏色，提供紅紫色系如紅蘿蔔、甜椒、

茄子等不同色系作為拌麵食材搭配，單點拌麵蔬菜料<1份，建議

民眾搭配套餐的番茄蔬菜湯及兩樣涼拌菜，蔬菜量可達1.5份(內

含番茄、高麗菜、花椰菜、玉米筍、菇類、洋蔥等)且色系豐富、

口味清爽，讓食用者增加口感、助於消化。

8 品味貓耳朵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1

號)

■是/0906168648

□否

店家選擇多種類蔬菜(紅蘿蔔、木耳、小白菜、青江菜、洋蔥、韭

菜)，以及自家研發的單純配方貓耳朵，不額外添加修飾澱粉，搭

配簡單蒜粉及鹽的調味，既營養又可增加口感

健康服務中心輔導之餐飲業者名單

備註

(建議組合套餐依各店家實際供應狀況為主)
相關照片

松山區

地址行政區 類型商家名稱 符合之健康元素類型序號



9 茂原家 美食街

1.提供水果

2.提供乳品

3.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50

號)

■是/02-25571207

□否

店家主打無咖啡因飲品的蓮藕茶及決明子麥茶，大部分皆有無糖

的茶當基底，再依民眾喜好調整甜度，果汁飲品部份以新鮮的桑

葚及蔓越莓為主，提高抗氧化作用;用冰糖熬製再打成濃縮果汁，

純天然、無添加物，亦適合高齡者飲用；建議可研發部份堅果種

子入飲品原料中，如國人喜好的杏仁飲及黑芝麻飲，部份含有濃

縮果汁的飲品則可額外添加新鮮水果增加維生素C 的攝取來源

10 烏丼食堂(已停業) 美食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F(中崙美食街36

號)

■是/0905055251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店家販售的餐點有海鮮類(包含鮭魚、

魚片、蝦、蛤蠣)及肉類(包含雞、豬、牛肉)，配菜也因麵食及飯

類不同，包含小白菜、鮮香菇、洋蔥、海苔片、柴魚、魚板、糖

心蛋…等，店家可依長者需求將食材烹煮軟一些，有益於年長者

使用；建議店家可增加蔬菜種類及總量(如金針菇、高麗菜…等)，

肉類可選擇較低脂的肉片，減少民眾過多飽和脂肪的攝取。

11 酷客元素 便當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4.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加工類食品≦1樣

6.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56巷7弄2號

■是/02-27297750

(蔬食餐盒為主，採

預訂制)

□否

12 給力盒子松菸店 便當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4.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加工類食品≦1樣

6.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53巷2弄11號
■是/02-27669669

□否

13 豪煮廚 便當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4.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加工類食品≦1樣

6.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47號
■是/02-27669669

□否

14 韓味豆腐鍋 簡餐店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堅果種子入菜

4.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加工類食品≦1樣

6.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農安街245號
■是/0952660163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鯛魚鍋

2 滷雞腿飯

3 烤肉飯

15 食尚料理自助餐 自助餐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4.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農安街241號

■是/02-25095050;

02-25095052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煎鮭魚便當

2 滷雞腿便當

16 禾善素食天地 自助餐

1.使用加碘鹽

2.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3.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農安街239號
■是/02-25018380

□否

17 便當王 便當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臺北市南昌路一段 74 巷 18 號之 3 1 樓
■是/02-2395566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滷雞腿

2 蒲燒鯛魚

3 牛腱肉塊便當

18 金全城自助餐 自助餐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4.堅果種子入菜

5.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正區 牯嶺街 55 號

■是/02-23915776/

0912950577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烤雞腿便當

2 豬柳便當

3 煎金線魚便當

19 金仙快餐便當店 便當

1.提供非油炸菜餚

2.使用加碘鹽

3.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 832 號

■是/02-23915776/

0912950577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滷雞腿便當

2 烤肉便當

松山區

信義區

中山區

中正區



20 東昇園茶坊 餐廳(茶葉、筍粽)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堅果種子入菜

5.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 加工類食品≦1樣

7.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14-1號
■是/02-22341679

□否

21 美加茶園 餐廳(茶葉)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19號
■是/02-29386277

□否

22 貓空龍門客棧 餐廳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22之2號
■是/02-29398865

□否

23 宮保王食品有限公司 HACCP 盒餐業者(中央廚房)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加工類食品≦1樣

6.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49 巷 49弄 14 號
■是/02-26519947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鯖魚便當

2 雙主菜便當

24 辰美自助餐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加工類食品≦1樣

6.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南港區萬福里玉成街 130 號
■是/02-26521178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滷雞腿便當

2 煎魚便當

25 福德烤雞腿飯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堅果種子入菜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加工類食品≦1樣

6.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12 巷 1 號 1 樓
■是/02-2651838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考鯛魚飯

2 烤雞腿飯

26 鼎有泰(內湖科技園區內)簡餐廳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是/0916677677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烤雞腿飯

2 煎鰤魚飯

3 泡菜豬(里肌肉)飯

27 美食香自助餐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99 號 B2
□是/訂購電話

■否

目前菜色多樣化，且提供非油炸的品項、及鹹湯與甜湯兩種湯品

，提供客戶選擇。

28 康寧生活會館 餐廳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 420 巷 28 號
□是/訂購電話

■否

29 白石森活農村餐廳 餐廳

1.有提供水果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提供未精緻全榖雜糧類主食

5.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 加工類食品≦1樣

7.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內湖區 碧山路 58 號
□是/訂購電話

■否

提供素食養生鍋， 整體 食材多樣化 ，且提供全榖雜糧飯糙米、

黑米、紅米及有水果小蕃茄 、堅果腰果入菜 ，飲品也是提供無糖

菊花茶。

內湖區

文山區

南港區



30 香草山上 餐廳

1. 有提供乳品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四段 30 巷 55 號 1 樓
■是/02-87910607

□否

31 亞企味屋便當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52號1樓
■是/02-87516271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照燒舒肥雞胸便當

2 三杯獅子頭便當

3 瓜子肉便當

32 好麵煮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攤號248)
■是/02-28317154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私房肉絲麵

2 活力蔬菜麵+小魚豆干

33 黃媽媽鍋燒麵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士東市場(攤號153)
■是/093792386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咖哩海鮮炒烏龍麵

2 煎鯛魚飯

34 曉平家常小吃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攤號237)
■是/02-28352776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香煎雞腿

2 豬腱飯

3 煎魚飯

35 韓貞味 韓式料理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 -士東市場(攤號131)
■是/0933549183

o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烤肉飯(豬肉)

2  烤肉飯(豬肉/牛肉)

3 豆腐鍋

36 炳煌自助餐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108號
■是/02-28220078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蔥油雞飯

2 滷雞腿飯

37 Go Kitchen 來廚房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加工類食品≦1樣

6.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北投區東陽街404號
■是/02-2821403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挪威厚切鮭魚(紅藜飯)

2 橄欖油雞胸(紅藜飯)

38 日蒔常嚐便當專賣店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二段372號
■是/02-28272228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南洋檸檬蝦

2 蒜泥白肉飯

3 滷雞腿飯

39 小王煮瓜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加工類食品≦1樣

3.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17-4號
■是/02-23830099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蒜泥雞+地瓜葉+白飯

2 鮮魚湯+地瓜葉+白飯

3 清湯瓜仔肉+地瓜葉+白飯

40 馬家莊便當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9號
■是/02-23140106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滷雞腿便當

2 蒸旗魚便當

內湖區

士林區

北投區

萬華區



41 健康蔬食養生家便當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89號
■是/02-23395657

□否

業者所提供的主食是雜糧飯，含有多種食材包括糙米、紫米、燕

麥、小米、小麥、薏仁、扁豆、白米等，每天一定會提供深色蔬

菜供民眾選擇。

42 JJ's POKE & CAFÉ 簡餐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99號

■是/02-27369939

(只能外帶，不外送)

□否

1.  糙米飯+烤雞+小黃瓜/玉米筍/紅蘿蔔/杏鮑菇+莎莎醬+青蔥

2.  飯&菜各半+鮮蝦+花椰菜/大番茄/海帶芽/玉米粒+山葵油醋

醬+辣椒

43 GET POWER給力盒子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81巷21號
■是/02-2709900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香蒜水煮雞胸

2.  鹽烤鯖魚

44
蜂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門市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23號1樓
■是/02-27527717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玫瑰岩鹽烤雞

2.  乾煎功夫鱸魚

45 誠食健康蔬食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16巷27弄6號
■是/02-27212388

□否

主食有提供未精緻的五穀飯給民眾選擇，有時也會提供糙米飯，

有營養概念，建議維持。店內提供多樣化菜色供民眾選擇。

大安區

萬華區



是否提供訂購
□是/訂購電話

□否

1 大同區 大橋町米食館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24號
■是/02-25853129

□否
建議組合套餐-米苔目套餐

2 中山區 大元麵店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山區五常街53巷27號
□是/訂購電話

■否
建議組合套餐-鴨肉飯

3 大同區 蕃茄妹小吃店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90號
■是/02-25918530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蕃茄麵

2 絲瓜蛤蜊麵

4 大同區 正一堂養生膳食坊 餐廳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加工類食品≦1樣

5.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 118 號
■是/02-25919631

□否

輔導組合餐點

1 鮮雞肉藥膳套餐

2 干貝鮑魚雞藥膳套餐

3虱目魚藥膳套餐

5 大同區 承恩刀削麵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104號
■是/02-25987897

□否
建議組合套餐-蕃茄牛肉麵

6 中正區 7-11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1. 有提供水果

2. 有提供乳品

3.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4.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5.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0-2號10-3號10-4部分號1樓
□是/訂購電話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鮭魚海帶芽飯糰 無加糖優格

2 地瓜 紅藜毛豆雞肉沙拉

3 繽紛鮮蔬烤雞便當 水果

7 中正區 鬍鬚張魯肉飯-台北南門店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加工類食品≦1樣

3.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61 號
■是/02-23713356

□否

建議組合套餐

香菇剝皮辣椒雞湯+雞絲飯+燙水耕青菜

8 中正區 御名肉羹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79 巷 1 弄 7 號
■是/02-23897538

□否

建議組合套餐:

小乾冬粉 嘴邊肉 滷蛋 燙青菜

9 中正區 德芳早餐店 早午店

1. 有提供乳品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堅果種子入菜

4.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220 號
■是/02-2370549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鮪魚起司蛋吐司 黑芝麻燕麥飲

10 中正區
丹堤咖啡研磨專賣店-

延平南店
簡餐店

1. 有提供乳品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加工類食品≦1樣

4.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75巷24號
■是/02-23814026

□否

建議組合套餐:

熱烤牛肉三明治搭配牛奶一杯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輔導之餐飲業者名單

備註

(建議組合套餐依各店家實際供應狀況為

主)

相關照片

聯醫中興院區

聯醫和平婦幼院區

符合之健康元素類型 地址輔導機構 序號 行政區 商家名稱 類型



11 南港區 萊爾富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1. 有提供水果

2. 有提供乳品

3.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4. 堅果種子入菜

5.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 號(忠孝醫院內)
□是/訂購電話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雞腿海苔飯捲+鮮乳+水果

2 鮪魚溏心蛋沙拉三明治+鮮乳

3 皮蛋瘦肉粥+燕麥堅果飲

12 南港區 每力果 小吃店

1. 有提供水果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 號(忠孝醫院內)
■是/02-27834488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雞肉三明治 +綜合果汁

2 牛肉丼飯 +綜合果汁

3 越南河粉 +綜合果汁

13 南港區 董老爹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加工類食品≦1樣

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 80 巷 10 弄 22 號
■是/02-27832538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韭菜水餃 +涼拌小黃瓜 +青菜蛋花湯

2 木須炒麵 +小魚豆乾

14 南港區 北投肉羹 小吃店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路 20 號
■是/02-26547649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嘴邊肉麵 +燙青菜

2 古早味乾麵 +燙青菜 +豆干

15 南港區 祥益健康素食自助餐 自助餐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5.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南港區成福路22 號
■是/02-27832384

□否

建議組合套餐:

糙米飯+空心菜+紅黃椒+茄子+煎豆腐

16 信義區 Haochaotuo 好兆頭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153 號1 樓
■是/02-27266713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香料舒肥雞胸飯

2 爐烤香雞腿排飯

3 打拋豬肉飯

17 松山區 甘擔廚房 便當

1. 有提供水果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藜麥飯)

5.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 加工類食品≦1樣

7.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七號一樓
■是/02-27420566

□否

建議組合套餐:

1 香料舒肥雞胸飯

2 台式滷排骨飯

18 士林區 億國自助餐 自助餐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是/訂購電話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但與老闆討

論與設計符合我的餐盤及輕食的餐點，

做成海報張貼

19 士林區 馬克咖啡  輕食店

1. 有提供水果

2. 有提供乳品

3.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4. 提供衛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5. 堅果種子入菜

6.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105號
□是/訂購電話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聯醫忠孝院區

聯醫松德院區

聯醫陽明院區 



20 士林區 食飫堂 簡餐店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水果

3.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4. 使用加碘鹽

5.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6. 加工類食品≦1樣

7.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忠義街79號
■是/02-88663878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21 士林區 真飽小吃店 自助餐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5. 堅果種子入菜

6.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7. 加工類食品≦1樣

8.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福榮街73號
■是/02-28319815

□否

建議組合套餐:

白斬雞養生套餐

22 士林區 文昌雞肉飯 自助餐/便當店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使用加碘鹽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112號
■是/02-28376867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23 大安區 少小白 簡餐店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水果

3.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4.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5. 堅果種子入菜

6.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7. 加工類食品≦1樣

8.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69巷1號
■是/02-27000272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24 大安區 心靈鋪子 其他:庇護工場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水果

3.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4.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5. 堅果種子入菜

6.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7. 加工類食品≦1樣

8.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 號2F
□是/訂購電話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25 大安區 每力果 其他:果汁吧

1. 餐食符合我的餐盤

2. 有提供水果

3. 有提供乳品

4.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5.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 號1F
□是/訂購電話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26 大安區 神農御飯 自助餐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號醫療大樓地

下室1樓

■是/02-

27093600#8149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27 大安區 賴咖啡 早午餐

1. 有提供乳品

2.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食材多樣化，種類≧8種且顏色≧4種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0 號B1

■是/02-

27093600#8122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聯醫仁愛院區 

聯醫陽明院區 



聯合醫院林森院區 28 中山區 美味便當 便當

1. 有提供非油炸菜餚

2. 使用加碘鹽

3. 提供未精製全榖雜糧類主食

4. 加工類食品≦1樣

5. 不提供含糖飲料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3巷2號 晴光市場
■是/02-25971055

□否
無特別推出建議組合套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