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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訂外送合作店家名單

店家名單 外送門檻 菜單

1

便當

苙宏養生蔬食館
　　

台南市東區府東街201號
06-2760881

台南市政府：500元以上
台南市環保局：250元以上

2
八方緣素食自助餐坊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58號
06-2092786

台南市環保局：500元以上

3
粟味齋健康蔬食

　　

台南市東區怡東路91號
06-2759308

台南市政府：1000元以上
台南市環保局：500元以上

4
悅素超市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741-3號
06-2895840

台南市環保局：800元以上
80元素食便當
（由店家配菜）

5
阿發排骨-成大分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115號
06-2007878

台南市政府：1000元以上
台南市環保局：300元以上

7
小米家咖哩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513號
06-2819199

200元 可外送3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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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maps/s8uw1RcsBS5iiycb8
https://g.page/Bafangyuan-Vegetarian-Buffet?share
https://goo.gl/maps/xxEtDu8rqKLzid4E7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safari&rls=en&q=%E6%82%85%E7%B4%A0%E8%B6%85%E5%B8%82&ie=UTF-8&o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safari&rls=en&q=%E6%82%85%E7%B4%A0%E8%B6%85%E5%B8%82&ie=UTF-8&oe=UTF-8#
https://goo.gl/maps/hyGatiwrWP6df4oB9
https://goo.gl/maps/EVujTMnRiizBkUm56


8

飲品

N23°樂沏時尚鮮茶飲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117號
06-2231023

300元 可外送 1.5 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9

方糖咖啡茶品複合店
　　　

台南市東區府連路437號
06-2388496

200元 可外送1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10
方糖咖啡茶品複合店 (安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府前路二段502號
06-2950685

200元 可外送1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11
御私藏 (長榮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18號
06-2095959

外送資訊請致電詢問

12
茶湯會 (長榮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32號
06-2096999

外送資訊請致電詢問

13
水野原味茶飲友愛店

　　　

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80號
06-2278619

100元 可外送1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14
植作茶 (台南長榮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3號
06-2090556

250元 可外送3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2

https://g.page/N23tea?share
https://goo.gl/maps/imyJPUsfGXv3E7ju6
https://goo.gl/maps/YB6mAB38dYkgdv2E7
https://goo.gl/maps/LD5nyR9V7bqj52p89
https://goo.gl/maps/vecSTHbg8Bo7c5t69
https://goo.gl/maps/oqwkLYUFvUwmV33n7
https://g.page/zhizuocha_tainan?share


15
沐白小農沐場 (台南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64號
06-2080222

200元 可外送2公里
（其餘請致電詢問）

二、電話團訂流程

2-1 如何訂購？

STEP 1 註冊成為好盒器會員（僅需加入一次）

好盒器

@goodtogo

加入好盒器LINE並完成手機號碼綁定

STEP 2 免費升級成「無限借會員」

　　　　　　　　選單點選「會員資訊」　　跳出會員資訊點選「升級限時無限借」

STEP 3 前一日前致電訂外送

3

https://g.page/milkteatainan?share


您好 我想使用好盒器訂外送
我的會員手機號碼為 09xx-xxx-xxx

訂餐時提供好盒器會員手機號碼、訂購人姓名、訂購電話

2-2 如何歸還循環杯？

STEP 1 沖洗循環杯

1. 將飲料標籤貼紙、廚餘清除
2. 杯蓋(餐盒蓋)與杯身(餐盒)過水沖洗

STEP 2 歸還容器

方法一：活動現場回收

好盒器｜店鋪小幫手
@ptv6192b

1. 將杯蓋(餐盒蓋)與杯身(餐盒)拆開，杯身(餐盒)堆疊裝袋
2. 聯絡好盒器LINE小幫手將協助安排回收容器（掃描上圖QRcode）

＊尺寸限制30*60*40cm
＊回收區域以台南東區、中西區、南區、北區為原則，其他區域需提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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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歸還至任一自助歸還站

1. 掃描QRcode
2. 投入自助歸還站
＊每一個都需掃描QRcode

方法三：歸還至任一合作店鋪

1. 將杯蓋(餐盒蓋)與杯身(餐盒)拆開，杯身(餐盒)堆疊
2. 歸還到合作店鋪

三、計費方式

● 訂購：只需負擔餐點/飲料費用，無須負擔容器費用。
● 歸還：無須負擔費用，唯活動現場回收以台南市區為原則，其他區域需提前告知

評估是否有衍生費用。

四、注意事項

● 平日電話團訂最晚請於二日前訂購；假日電話團訂最晚請於三日前訂購。

● 以上團訂門檻僅為參考，實際團訂資訊請於訂購前向店家再次確認。

● 無限借會員每次申請期間為一個月，到期後可重新點選升級，請在訂餐前確認會

員資格。

● 最新合作站點請依好盒器LINE@地圖為準( http://nav.cx/jiYA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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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店家名單 店家地址 聯絡電話 營業時間 提供之重覆清洗餐具種類 供應條件 服務區域 費用計算

1 亞米亞米義式餐酒派對外送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608號 0927153993
無固定營業時間，電洽為
主。

依訂購需求配合各式材質餐
具

最低8,000元；兩週前預訂 全臺南市 餐具無另外收費

2 一家蛋糕烘焙坊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94
號

06-236-7476
0933-335-116

10:00–22:00
依訂購需求配合各式材質餐
具

至少一週前預訂 全臺南市 餐具無另外收費

3 東香臺菜海味料理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六段
217號

06-257-3888
11:00–14:00, 17:00–21:00
（無休）

杯、碗、盤、碟、筷、湯
匙、叉
材質：玻璃、陶瓷、美耐
皿、不銹鋼

無限制 全臺 餐具無另外收費

4 阿勇家餐飲事業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
335巷12號

06-2714112
無固定營業時間，電洽為
主。

杯、碗、盤、碟、筷、湯
匙、叉
材質：玻璃、陶瓷、美耐
皿、不銹鋼

最少須5桌 全臺南市 餐具無另外收費

5 大苑子-永康中正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1002
號

06-243-8855 09:30 - 22:30 PET循環杯 至少提前一天預訂 永康區 餐具無另外收費

6 角鋪-永康中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936號 06-243-8767 10:00-21:00（無休） PET循環杯 二桶以上外送，至少提前一天預訂永康區 餐具無另外收費

7 查理TEA SHOP 南應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924-1
號

0972 733 586 10:00-21:00（不定休） PET循環杯 二桶以上外送，至少提前二天預訂永康區 餐具無另外收費

8 珍愛茶飲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958號 06-243-2043 11:00-00:00（無休） PET循環杯 需自備桶子，至少提前一天預訂 永康區 餐具無另外收費

9 御私藏南應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611號 06-254-5577 09:00-22:00（無休） PET循環杯
桶裝2,000元以上外送，至少提前
一天預訂

永康區 餐具無另外收費

10 日光‧緩緩 C’est la vie-東豐店 臺南市北區東豐路241號
06-200-5657
0912-762-398

08:30–17:00
玻璃水杯、盤（大、小）、
叉子、湯匙等

無最低費用限制，惟餐點運送需
收取運費

舊臺南市區為主 餐具無另外收費

11 東寧外燴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87之
3號

06-221-4280 09:00–22:30
杯、碗、盤、筷、湯匙
材質：玻璃、陶瓷、美耐皿

最少一桌6,000元；一週前預訂
臺南市、高雄
市、車程1.5小時
內

餐具無另外收費

12
BREAD MEAT & SWEET /
Bms南門店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68巷
25號

06-213-7377 11:00 - 17:00
依訂購需求配合各式材質餐
具

低消18,000元起 臺南市
餐具需另外收費
（個人餐盤、刀叉
等）

13 角舖-台南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112之1號

06-221-8788 10:00 - 22:00 PET循環杯 二桶以上外送，至少提前一天預訂中西區 餐具無另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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