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名 縣市 地址

忠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１４６號１樓及地下室

社正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社正路２６號１樓

新葫東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１８４號１樓

文鑫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２０５號１樓及地下室

美崙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華榮街９７號

福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福林里中正路２３３號，２３３之１號

新光醫院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９５號地下三層

新延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２１７號１樓

鑫社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２８０號１樓及２樓

中影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３４號

天山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６９巷１１之９號１樓

天強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２３８號壹樓

榮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７２６號北側

德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１０９巷３號

芝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２６６巷５弄１６號

致昇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３６號１樓

新蘭雅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５２號壹樓及地下室部份

仰德大樓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８８號地下室

至善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里至善路二段２６８號一樓

新文大店 台北市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５５號

京鋒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６１號１樓

日新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３９＆４１號１樓

福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５４號１樓

甘州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１８１之２號

龍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３２７號１樓（如附圖）

永樂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２６０號之１　

萬全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６３號

龍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四段６２號１樓

鑫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２２７號１樓

權澤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１１０號１樓及夾層

大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２０號

忠孝光復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３０２號１樓東側部分

國父紀念館店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２９２號

安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４９巷１０號

延安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３０號

忠孝延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３１５號１樓

統領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１８１巷７弄２１號１樓

華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１１６巷２６號

新敦民店 台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１６１巷７號

光新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４１８號

吉泰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３００巷１１之１號

安勝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１８１巷６號１樓

忠孝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１９０巷７號

義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２６５巷８號

[台北市]



和茂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５８號１樓

通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文昌街１４２號壹樓全部

敦鼎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７７號１樓

新遠企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２６１號

大森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１６５巷３５號

安賢店 台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１７０巷４號

和東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１０２之３號１樓

復豐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２５７號１樓

義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８８號

興忠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２００號

興南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８號及１０號

北科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８１號

正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２４８巷６號

明曜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１５１巷３４號．３６號

建南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１段１５６，１５８號

龍普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７０巷６弄２號

濟南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濟南路３段７號

仁慈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４８巷６號

忠愛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２７巷４３號

古亭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２段１０３號

台一宿舍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４段１號台大大一女北側餐廳

台大二活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８５號

台大楓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１號（女九餐廳）

台福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１號腳踏車部部份空間

成功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３１１巷３２號

和復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２６１號，２６３號

二繽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３３０號

台科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４段４３號地下一樓第三餐廳

台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長興街５０號

安居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７６號

台新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８４之８號

和新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２２號

金信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１０４號１樓

師大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７９號

新生南路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１６３號

羅騰店 台北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２６９巷２號

京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７２號１樓、７２－２號

新吉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４６號１樓

新南京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９５號１樓

遼寧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２１６號

龍京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１０２號１樓

中山捷運站店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１６號Ｂ１

東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６０號

林慶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３７６號１樓

長春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４８號

新國賓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７５－１號１樓



本部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９９號１樓及２樓

光華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４之１號

南京復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１５４號１Ｆ

春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４１０號１樓

美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６２巷３８－３號

福泰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３６號１樓

錦原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１０１號１樓

雙全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６２號１樓全部

中賓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里中山北路二段５９之３號１樓

京江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一江街２２號１樓

松平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４７號

松京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２２號１樓

金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１０９號１樓

金通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５８號

長賓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５號１樓

新吉原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１６號１樓

松茂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２７之１號１樓及地下室

新稻江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８６號１樓

中山民權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３８之１號１樓

民權西路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３５號１樓

松國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４７３號１樓

松農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１６０號

新復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５１４巷３５號

聚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１３７巷３４號１樓

德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１７３號

大直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３３巷１號

民佳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１５５號１樓

美華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８１９之１號

新林森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６３０號１樓

興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５７號

民族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４１０巷２３弄２４號

明水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５８１巷１１號１樓

新德城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１６－７號

新衡山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通北街１１１號

光輝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晴光里德惠街３４之２號一樓

江寧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６４號１樓

農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２４９號

榮星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３５２號

錦民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１５２巷１４號

興德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８號

時代廣場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２６５巷２０號

齊東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３－７號１樓

大孝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１１２號１樓．２樓

郡王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６８號

開封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４１號１樓

新仟囍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３６號１樓



寶慶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１１１號

台鐵一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３號Ｂ１

台鐵北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３號（西北站）

台鐵西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３號（西南站）

和醫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１５９號１樓

善導寺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９號１樓

北傑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４７號Ｂ１Ｆ

台鐵二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３號Ｂ１

台鐵東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３號（東北站）

台鐵南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３號（東南站）

重慶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５８號

正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１號

西站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７之１號

亞慶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５０號１樓

昌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１４號１Ｆ

鴻啟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１００號

台大醫院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７號Ｂ１樓

南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１５號

教育大學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１號

富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７號１樓

新東門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１號

博愛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６３號１Ｆ＋Ｂ１Ｆ

嶺先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廈門街１１３巷１７號１樓

公館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２５１號

水源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２６１號

新衡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７７號一樓

新龍口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一段２４４號

南海店 台北市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２０號

福昌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福州街１０號１樓（部份）

羅斯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２段６２號１樓

羅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１４０號１樓

羅館店 台北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２４４巷７號１樓

金瑞店 台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２２４號

星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星雲街１６１巷１號

湖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２８５巷１９號１樓

紫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２１２號

瑞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５１０號１樓

碧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５９３號一樓及地下室

東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４８０號

東茂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１８９巷１２號１樓

湖捷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１７８號１樓

湖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１４３號

新東湖店 台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４３巷４號

護校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７５巷１３７號

內華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１６２號

行善店 台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２８９號



明美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金莊路８６號１樓

湖洲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２９６巷７０號１樓

新三總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３２５號Ｂ１Ｆ

新內湖店 台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２段４２０號

新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２５０巷８號１樓

瑞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９０巷４９號

興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１８２號

堤頂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２０７號１樓（部份）

瑞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６６巷４０號

精英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２４１號壹樓

文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５９號

新瑞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２段４０７巷２６號一樓

新德明店 台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１１０號

瑞智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４３３號１樓

三民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９０巷１號

內科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６１號１樓（部份）

陽鑫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８０號１樓Ｒ３、Ｒ４　

瑞亞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０２號１樓

瑞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里瑞光路５１３巷３９號１樓

瑞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０３號

瑞豐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２２０號

民善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１號１樓

金莊店 台北市 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６７號１樓

唭哩店 台北市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二段２８３號

北榮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２０１號

中央南路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２段１５號１樓

永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中庸里永興路一段１號、３號一樓

行勝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２９８號１樓

富貴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榮華三路３之１號１樓

清江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里清江路１號

新復興崗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三段４號１樓

北護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３６５號教學研究大樓一樓

立賢店 台北市 台北市北投區立賢里承德路七段２９０號

再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２０７巷１１弄２號

景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９５號

萬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２１８巷３８弄２號１樓

景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２５號

景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２４９號１樓

萬興店 台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５５巷２７弄１－４號

興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４段１０１巷１號

興業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２７９號

世景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２８２巷２號壹樓

師美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４段７７號

名門店 台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和平東路四段９５、９７號１樓

指南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５１號１樓及２樓

順輝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光輝路７號



靜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７５號壹樓

羅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１４６－１號

木柵路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１４８號１５０號

木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２段５２號

欣榮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９３號

景中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５號，七號一樓

景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２７４號

新文華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景華街３巷２號１樓及Ｂ１

文山公宅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１０５巷４２號

恆光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恆光街２１號１樓

試院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９１號９３號一樓

興政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８３號壹＋貳樓

保儀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７８號

興萬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２９號一樓

鑫順店 台北市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二段１６號

北權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１０６巷１１號

常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五常街３６４號１樓

新民有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１６０巷１１號

興北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１０３巷１５—１號

力晶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５８號

台發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３０號壹樓

民康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２８５號１樓

京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５６－１號１樓

京鑽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４７號壹樓

昇東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１９７號

慶城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中正里慶城街８號

巨星超市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２號

長城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２０巷８０號

復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４０號．４２號

新東寶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２９１巷１４號

豐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１３０巷５弄２２號

中崙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７４巷４３號

京暉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８５號壹樓

松慈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６７６號

鑫德店 台北市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４００號

三富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１４８號

東豐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３７號

新健康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１３３巷９弄２號

大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６６巷２弄１之１號１樓

民復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８０巷３號１Ｆ

京吉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１８０號

松壽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自強里延壽街３３０巷７弄２２號一樓

長復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２１９號

復北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１０４號壹樓及地下室

塔悠店 台北市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２號一樓

宏大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５５巷３號１樓



宏勝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５３號１樓

松旺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塔悠路１９號

松醫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東光里健康路１５８號

敦中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４巷１號

新大吉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吉祥路１９號

新德光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３２巷４６－４號

寶清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５９８號１樓

微風店 台北市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５１號１樓

永孝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１４５號

永吉二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２２３號

松仁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５段１５０巷２２１號

松站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３２９巷８號壹樓

三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７號

北醫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２６３號

光復南路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４４７之２號

松創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１３３號

南山廣場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００號６樓之１

復昌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５０５號、５０７號

新貿店 台北市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４０７號壹樓

松山車站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１１號

松友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７８號

松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４６５號１樓

松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１５３號

欣松春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２８１號１樓

信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北路２５號

永隆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１段１４７巷７號

協和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南路３８號１Ｆ

忠信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４２５號１樓及地下室

欣富台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２０巷１６５號

逸鑫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４２巷２３號

聯合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５５３巷６弄１７號１樓

六張黎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３８７號

崇德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崇德街２９號

祥和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１５０巷４０１弄３１號

富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１５６巷１６弄１號１樓

台北１０１店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４５號Ｂ１（商場編號５３）

忠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６６號１樓及地下室

信安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２００巷１３號１樓

建鑫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２４號

財盛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１１３之２號

崧捷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１１號

莊新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０７號

景聯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１９０號１樓及地下室

新松林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６１－４號

新忠隆店 台北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７１巷８號壹樓

鑫都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７１號１樓



東園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６９號

萬華車站店 台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３８２號

萬園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１５９號壹樓

萬年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５５號１樓

綠堤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１７３號

公園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４８號

新富民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富民路９１巷８號１樓

萬大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６４號１樓

康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９９號

新峨嵋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８２號１樓

廣明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１７３號１樓

寶興店 台北市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７８號

港福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３７３巷６３號１樓

新成鑫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玉成街１７６巷１號

工業一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１９－７號內之一部份

工業二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３號２樓之７

南港公宅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３８巷６之２號

南港車站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３７１號Ｂ２

港成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２號

工業三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６６之２號１樓

中視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興南街３９號１樓

宏展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６６號１樓

重陽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１８３、１８５號１樓

港忠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６３５號１樓

經貿店 台北市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２００號１樓

興華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８６號

胡適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３巷１６號

新莊研店 台北市 台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１６９號

店名 縣市 地址

三芝吉祥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一段７３，７５，７７號

八里富塘店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訊塘路６２號１樓

八里華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３０６號１樓

八里廖添丁店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３段１７號１樓

八里龍王店 新北市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１３１號１樓

三重信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５５號１樓

三重致學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１９７號１樓

三重環北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里環河南路２５３號一樓

三重大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６號１樓

三重田心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田心里忠孝路三段５０巷８２號一樓

三重重光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１７６號１樓

三重頂崁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博愛里２２鄰頂崁街２１０巷３１號１樓

三重三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１１２號

三重街口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２１０巷２號１樓

三重新正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１８４號１樓

三重龍門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２７６號

[新北市]



三重國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８９號重新第二大樓１樓

三重龍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龍濱路１６８號１樓

三重龍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龍濱路１２０號１樓

三重中央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５１號１樓

三重集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１１６號１樓

三重車勇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大勇街１號１樓

三重金勇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３７８號１樓

三重菜寮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１２６號１樓

三重福運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２５０號１樓

三重湯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５段６０９巷１４號之７＆之８

三重興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１２３號

三重群光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６９號１樓

三重興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７０號１樓

三重仁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仁興街３９巷４１號１樓及地下室

三重仁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仁美街１０４號

三重華義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２４４號、富華街１９３號１樓

三重富貴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賢街２０１號

三重集勇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集勇街１９號

三峽大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１００之６號

三峽大勇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２５４號１樓

三峽大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４８３號１樓

三峽金寶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２４０號

三峽峇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鳶山里中山路３０３號一樓

三峽恩主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３７３、３７５號１樓

三峽新介壽店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三段１７６號１樓

三峽國寧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國學街３１．３３號

三峽學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學勤路１６２號１樓

三峽大學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學勤路１號１樓

三峽北苑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１５１號１樓

三峽光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６號，８號１樓

三峽同發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３－１號１樓及地下層全部

三峽金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１９６之１號１樓

三峽觀成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大觀路８０號１樓

三峽民權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２３１號１樓

中和仁義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３６號

中和和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５６號１樓；５４巷１弄１號１樓

中和朕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１２４號１樓

中和華夏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２０２號，２０４號

中和華隆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１０９巷１－３號

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３０７之５號

中和中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里中興街１１１號，１１３號

中和凌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３６７巷２號

中和圓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２２６號１樓

中和錦順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３９５號１樓

中和巴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２３５巷１號

中和安邦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１６９號



中和秀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６５號，６７號

中和保健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路１７號

中和南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６２號１樓

中和南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５號

中和景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２１２號１樓

中和錦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錦中里錦和路３５６號１樓

中和鎮順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１６７巷１６號１樓

中和平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２０號

中和安樂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８１號

中和仁勇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２０號１樓

中和景秀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７１—２號

中和新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２６５、２６７號

中和新秀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秀朗路三段４４號１樓

中和摩天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１８２號１樓

中和秀吉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１７號

中和捷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１２８號１樓

中和景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４７８號

中和華樹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５５號１樓

中和新忠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２７號１樓

中和新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３６號

中和福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７４號１樓

中和福祥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３０號１．２樓

中和佳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佳和里中山路二段１３２號、１３４號１樓

中和員科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５０４之１號１樓

中和勝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６７號壹樓

中和景欣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本里景新街３８５號，３８５號之１

中和水源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保平路３２０號、３２２號

中和勝鴻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２巷４５弄１號１樓

中和民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壽德里壽德街２６號１樓

中和自強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１３１號

中和金原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原街１２６號１樓

中和連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５２１之１號１樓

中和華順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華順街５９號１樓

中和遠建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７６號１樓

中和廣場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平河里中正路７１２號一樓

中和德穗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２４．２６號１樓

中和中業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８３＆３８５號１樓

中和元氣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３段３９號２樓

中和國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８６８－１號

中和莒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１８１號

中和華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華順街１１７號，１１９號

中和漢陽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瑞穗里中山路三段１７２號１樓

中和德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１１８６號１樓

中和橋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１２０號

中和力行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２４２號

中和建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２８號１樓



中和新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４６９巷２３號１樓

中和嘉穗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民利街９１號１樓

中和錦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９５號１樓

中和安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勝街５９號

中和建業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８９號１樓

中和連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２３１號１樓及２樓

中和連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３９１號，３９３號

中和圓順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４１號

中和新中穗店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８號１樓

中和新生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１３２號

中和德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５０號１樓

中和中漢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１４６－２號

中和中環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１１１號１樓

中和世紀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２６８之１號１樓

中和威利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２９１號１樓

中和國院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５１號１樓

中和景會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４３３號１樓

中和新慶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１３７號１樓

中和福朋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６３３號

中和興國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１０４號１樓

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１２０之１１號

土城吉美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２３９號１樓

土城新亞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亞洲路５７號

土城義鴻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３１１號１樓

土城立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２５８之５號

土城頂埔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２６２號１樓

土城新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２４８之２號

土城青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４２號，４４號

土城御昇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１２號１樓

土城裕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５７號１．２樓

土城工業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６１號１樓

土城中源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２６０號１樓

土城員仁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３０８號

土城欣隆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２８３號１樓

土城城堡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福仁街５０巷１號

土城香榭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１０號１樓

土城順風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１５４號

土城大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１４１號１樓＆地下一樓

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員林里中央路二段８９號

土城永寧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７４－１號＆７４號１樓

土城青水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青仁路３２號１樓

土城雲陽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１８５號１樓

土城德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４３號

平溪十分店 新北市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三段３３１號

五股五權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五路３４號

五股高亞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興珍里中興路一段１４２號１４２之１號



五股維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四維路７８號．８０號１樓

五股六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７０號１樓

五股金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２０８號１樓

五股登科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７６之９號１樓

五股凌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８１號

五股自強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７４號１樓

五股芳洲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芳洲一路３８號１樓＆２樓

五股洲子洋店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新城八路７２號１樓

五股新工商店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８７號１樓

五股新五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新五路三段２５號１樓部份

五股新五義店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一段１０９號１樓

五股蓬萊店 新北市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２３５－１１號１樓及Ｂ１

石碇國道店 新北市 新北市石碇區文山路一段６號

石碇雙溪店 新北市 新北市石碇區隆盛里雙溪５８號

永和田單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二段１５７號１樓

永和國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民樂街３９巷２號１樓

永和文化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１８，２０，２２號１樓

永和保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３５４號，３５６號

永和得元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３７３巷２９號

永和新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５７巷１４弄２號１樓

永和新樂新店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街３號１樓

永和永復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３１６號１樓

永和永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９３號

永和耕莘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９５號１樓

永和鼎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７號１樓

永和大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０之１號

永和仁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３３號

永和永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２３２號

永和國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國中路８６巷２號

永和御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２１３巷４４號１樓

永和新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３２０號１樓

永和水悅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一段８３號１．２樓

永和保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３８７號

永和新仁愛店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１０３號１樓

永和福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１７３．１７５號

永和仁保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二段１０３號１樓

永和永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３７號

永和秀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７６、７８號

永和新仁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３５２巷９４號、９６號

永和維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水源街３９巷２號

永和環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永和區環河東路一段１２２號，１２４號

汐止鑫湖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１４１巷１８號　

汐止茂盛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２２５號壹樓

汐止新樹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２７３號

汐止福旺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１０９號

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三路１６號壹樓



汐止樟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１２７號１樓

汐止樟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２２０號

汐止樟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１６號，１８號

汐止導航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６８號

汐止日月光店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７４７號．７４９號

汐止汐旺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３４３巷３３號

汐止伯爵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５２巷１號壹樓部份

汐止東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４５９巷１０號１樓

汐止祥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祥雲街１號壹樓部份

汐止新水蓮店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１１０巷９７弄２４號Ｂ１之１之２

汐止興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１５８號

汐止鑫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１６２號

汐止亞太二店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８２至１１６號、Ｄ８—２號

汐止桂冠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二段３４號

汐止莊敬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１３９號

汐止新遠雄店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９３號地下一層之２

汐止福全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１４９號

汐止橋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４０２號

新遠雄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９７號地下一層之６

汐止宏國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２段２８３號

汐止和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４８號

汐止忠樹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１１９巷２５號１樓

汐止站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南昌街１６號

汐止連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１５１號壹樓及地下室

汐止新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２１及２３號

汐止農會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１０６號１樓

汐止興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３８號１樓

汐止龍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１８４巷１１號

汐止新忠孝店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２５８號

汐止經貿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１９０號壹樓部份

汐止興莊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３２號壹樓全部

汐止大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２６９，２７１號

汐止亞太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９６號Ｃ棟

汐止青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２１２號；２１２之１號

汐止建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５９巷９號．１５號

汐止建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５９巷２號

汐止康寧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１６９巷２３號１樓

汐止智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２００號

板橋新光仁店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２５號１－５樓

板橋新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龍泉街１２６號

板橋運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路３３號

板橋興盛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１６１號１樓

板橋天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１４０號１樓

板橋禾原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２８巷１３號

板橋金巨蛋店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２５０號１樓及ｂ１

板橋致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３１３號１樓



板橋板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９７＆９９號１樓

板橋祝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２１巷２號１樓

板橋勝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３１８號１樓

板橋富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１００號１樓

板橋新巨蛋店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４０３號

板橋漢江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１２０號１樓

板橋三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２０３之９號

板橋益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３６號１樓

板橋富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９４號，９６號

板橋龍江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１８２巷３弄９１，９３號１樓

板橋雙十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６—８號，６—９號，６—１０

板橋文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２３０號１樓

板橋江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３１３號１樓

板橋振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３１巷８９弄３號

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２２５，２２７號

板橋勝文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４６號及４６之１號１樓

板橋樂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２１巷６號１樓

板橋美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金華街１０巷４８弄７８號１樓

板橋新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１５９號１樓

板橋新雅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東路８號（代表號）１樓

板橋懷治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１１７號１樓

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２８０號

板橋板川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２４５巷７號１樓

板橋板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３９號１樓

板橋新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１８８巷４２號１樓

板橋永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３３１巷９４號１樓

板橋安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１３８巷１弄５０號１樓

板橋金典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１６之１號１樓＆夾層

板橋美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２１６巷２１號、２３號１樓

板橋廣榮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３３號１樓之１

板橋聚星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４號、４－１號１樓

板橋北站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７號

板橋東站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７號

板橋富貴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６號１樓

板橋新裕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１３０號１及２樓

板橋新慶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６０－１號１樓

板橋廣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廣福里廣和街７９號１樓

板橋大雅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５號１樓

板橋車站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７號Ｂ１

板橋國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國泰街３７號１樓

板橋華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１４４巷１８號

板橋雙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６６號１樓

板橋信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里信義路７２號一樓

板橋信義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７１號１樓

板橋大隆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福星里忠孝路５０號一樓

板橋中勝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林園街２號



板橋宜宅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１２９號１樓

板橋宜居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樂群路１５８號１樓

板橋浮州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２６５巷１６號１樓

板橋僑一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１２４巷９弄１號

板橋大仁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１０８之１號

板橋金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３１３號１樓

板橋瑞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３９５號１樓

板橋興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３７巷３８號１樓

板橋板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街１６號

板橋互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２９３號１樓

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１８０號

板橋堂春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三段１號１樓

板橋新遠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３７１號１樓

坪林順益店 新北市 新北市坪林區水柳腳路１３３號

金山金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１０１號

金山金美店 新北市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２５２號

金山陽金店 新北市 新北市金山區中正路１４９號加（後方停車場）

泰山南亞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大科村南林路９８號８樓販賣部

泰山辭修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３７４號１樓

泰山民權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民權路２９號１樓

泰山麗池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５１８號

泰山同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仁義路２２０巷２號、８號１樓

泰山白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１０８號１樓

泰山輔醫店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６９號Ｂ１

林口菁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１段１２１號１樓

林口麗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５２２號１樓

林口住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１６６－１號１樓

林口幸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３５號１樓

林口文園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１７８號１樓

林口洪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里１１鄰１４７號之１

林口新高中店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１５６號１樓

林口新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５５７號．５５９號１樓

林口南勢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街２２８號１樓

林口影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４０６號１樓

林口工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東林里工六路７８號

林口中正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２６６號

林口隆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二段９０．９２號

林口新僑大店新北市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５５號１樓

淡水自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８２號、８４號

淡水埔嵿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１５６號１樓

淡水水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１２４號１樓

淡水海都二店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三路二段２７９號

淡水淡水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博愛街１４號

淡水凱旋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義山路一段２１６號

淡水滬鑫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１３３號

淡水山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１８號



淡水學城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１８２巷２１弄１－１號

淡水麗景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３０號１樓

淡水旭陞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興里新生街５３號１樓

淡水富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二段１７７巷６７號

淡水登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２７號２樓

淡水新頂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五路２段３號１樓

淡水義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一段１０３號１樓

淡水五虎崗店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二段８６號１樓

淡水加州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１９號

淡水金榜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１７６號

淡水青水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９－５號一樓

淡水紅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八勢里中正東路二段６９號１樓

淡水校園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１５１號〈淡大美食廣場Ｂ１部分〉

淡水江南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一段１０８號

淡水新生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興里大義街１１號

淡水新崙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７６號１樓

淡水新摩天店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１８４號

淡水源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１號

深坑北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１７９號

深坑北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２３９號

深坑昇高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５９號

深坑金典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二段７７號

深坑埔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里埔新街９３號１樓

烏來烏萊店 新北市 新北市烏來區環山路６２號１樓

貢寮澳底一店新北市 新北市貢寮區大澳街１之１、３號１樓

鑫福隆店 新北市 新北市貢寮區興隆街２２號１．２樓

新店民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７２號

新店行政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８８巷１２號３樓

新店富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３段１５６號

新店順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順安街５７號

新店新寶安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２０９號

新店德正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德正街２７巷１號

新店寶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７７號

新店寶元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１９號

新店富橋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１９４號１樓

新店新寶工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２３５巷８號

新店新寶橋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５１號１，２樓

新店橋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２３５巷１２９號

新店七張站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１５０－１號

新店站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６號

新店新民族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９７號１樓＋地下室

新店統寶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７號

新店新文強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文化路１７號

新店福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３號

新店正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３６６號

新店正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２２４號



新店康橋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３段７３８號、７４０號１樓

新店新中央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６３號

新店德順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１２０巷６號

新店北宜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１８號１樓＋地下室

新店新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粗坑里花園一路一段２號一樓

新店溪園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山里溪園路３８９號一樓

新店龜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三段１４４號１樓

新店鑫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溪園路４０１號

新店鑫碧潭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２１１號

新店永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１５７號

新店如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如意街２９號１樓

新店安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１號１樓

新店安順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１９２號１樓

新店玫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玫瑰路５８巷１號１樓

新店城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３１１號１樓

新店香坡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祥路１１３號，１１５號

新店景大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９９號Ｂ２

新店陽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５７巷１０號１樓

新店襄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祥路１０４－１０號

新店中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５０號

新店五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５９號

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１０５號１樓

新店江陵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２１９號

新店莊敬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５２３號

新店新百合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４０４號

新店慶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３號

新店三福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７７號

新店公宅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央北二路３９８號

新店民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６號

新店忠誠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１１９號１樓

新店金采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３段２１３號旁壹樓部份

新店健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明德路６９巷２８號

新店僑信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僑信路２０號１樓

新店德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３０３號

新店寶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里寶橋路８０號一樓

新店涵碧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碧潭路３７號

新店新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永安街８１號１樓

新莊金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３０５巷１號１樓

新莊新市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４３１巷７６號

新莊新和港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一街１４３號

新莊福樂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福樂街３０號１樓

新莊新中平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２９０號１樓

新莊新中信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街４１號１樓

新莊福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４５號

新莊中永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６６號

新莊昌盛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里昌盛街６７號一樓



新莊狀元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２６８號

新莊福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５６號１樓

新莊建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１１８號、１２０號、１２２號

新莊新明中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街１８號１樓

新莊北醫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１２７號

新莊中央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５５８號１樓

新莊城邦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７號１樓

新莊思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３９２號１樓＋２樓＋３樓

新莊副都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４３７號１樓

新莊天祥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天祥街２９號１樓

新莊八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１５巷２號，１７號

新莊金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６６號１樓

新莊武廟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４３５號，４３５號之１

新莊新正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２６１號全部

新莊泰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３巷１號

新莊維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１４７號１樓

新莊城市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樹新路２００號１樓

新莊超級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莊崑路２５號１樓

新莊新建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４０號１樓

新莊新雙鳳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天祥街２號

新莊民和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２４７號１樓

新莊新建明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４８號１樓

新莊龍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７２９號

新莊建國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４９號１樓右半

新莊盛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３９０號１樓

新莊盛寧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１５１號１樓

新莊新德勝店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１３５號

新莊通樹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２８８號１樓

新莊新樹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６１３號１樓

瑞芳前站店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８４號１．２樓

金瓜石黃金店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３６號１樓（部份）

瑞芳傑魚坑店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傑魚坑路６２號

野柳新港口店新北市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６８號

蘆洲保正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１８１－１號

蘆洲信義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２２０號１樓

蘆洲興賢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中興街６０號１樓

蘆洲恆德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２６巷２２號，２４號

蘆洲長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６８號１樓

蘆洲新鷺江店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３５號１樓

蘆洲花園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２６９巷１０號１樓

蘆洲新民愛店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街８１號１樓

蘆洲徐匯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２５號１樓

蘆洲新民生店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生街１２３號１樓

蘆洲新虹展店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義街２２巷１８號

蘆洲義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義街６８巷２、６號１樓

蘆洲九蘆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街６６號１樓



蘆洲水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５００號１樓

蘆洲成功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２４８號

蘆洲希望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３７８之３號１樓

蘆洲長發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１號１樓＆Ｂ１

蘆洲保佑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４２３號

蘆洲新福原店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７０號

樹林俊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１２７號１Ｆ

樹林俊英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１１３號

樹林新保安店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２１５號１樓

樹林新三俊店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１１２號

樹林三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俊興街２７７號

樹林山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三段２４５號

樹林東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東興街２２號１樓

樹林欣榮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東榮街１０７號１樓

樹林復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２７２號，２７４號

樹林工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武林街２號

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１８３．１８５號１樓

樹林中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１０８巷２２號

樹林佳瑪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街８９號１樓

樹林新育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５３號１樓

樹林台鐵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１１２號

樹林車站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後站街８號

樹林凱旋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南園里大成路１０號１樓

三峽心湖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１５１號１樓（心湖會館）

樹林大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５０１號１樓

樹林金安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５８５號１樓

樹林新中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三段１０７號及１０７－１號

樹林德園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６００及６０２號

樹林學園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６０１號１樓

樹林學勤店 新北市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５５０．５５２號１樓

鶯歌正鶯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３７１號

鶯歌行政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１５４號

鶯歌車站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６８號之１

鶯歌站前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５３之５號、、５３之６號１樓

鶯歌國慶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１２２號１樓

鶯歌新南雅店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南雅路４４２號

鶯歌永明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永明街７８號１樓

鶯歌尖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街１－３號

鶯歌尖峰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１２６號１樓

鶯歌鶯桃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４５號１樓

店名 縣市 地址

七堵新明德店基隆市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二路１５－５３號

七堵工明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１－１５號壹樓

基隆中山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５３號．５３－１號

基隆新復興店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２０４－１號

[基隆市]



基隆樂華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西康里西定路４６７號１樓

基隆華復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通化里中華路２號復旦路１號３號一樓

基隆經國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３３６－１號

基隆鑫大慶店基隆市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１６８巷２弄１７號

基隆正港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６４４號

基隆新中船店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８２號

基隆新和一店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１１０號

基隆新義二店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３４號

基隆欣豐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３８１號

基隆二信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立德路２４３號壹樓

基隆海大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２號

基隆海洋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２號

基隆富港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２５０－８號１．２樓

基隆觀山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觀海街６１號

基隆觀海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砂子里觀海街１３６號１３８號一樓

基隆劉銘傳店基隆市 基隆市仁愛區劉銘傳路１５號壹樓

基隆鑫忠二店基隆市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１５號壹樓

基隆鑫忠孝店基隆市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５４號壹樓

基隆金城店 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２３１－１號

基隆新樂群店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１２８號

基隆武勝店 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７２號壹樓　　

基隆武嶺店 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武嶺街１８１－６號１樓

基隆長樂店 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２２２號地下一樓

基隆萬金店 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１４６號之地下室

基隆情人湖店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２０８巷２００號Ｂ１

基隆新國揚店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１２１巷１４號

基隆新樂強店基隆市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一段２０６號１樓

八堵車站店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１４２號

基隆暖錠店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１８９號

基隆暖鑫店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４６１號壹樓

基隆暖東店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１６３號

基隆暖港店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２５４號

基隆東信店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５號

基隆新澳坑店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１０７號

基隆深美店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教忠街１０８號壹樓

基隆新深溪店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５９號

基隆新正信店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正信路１８１號

店名 縣市 地址

八德新興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新興路３０１號

八德廣豐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公園路８６號一樓

八德大勇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４１５號１樓

八德大愛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１９６號

八德廣順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４２號１樓角間

八德金順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１０２４號１樓

八德國豐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８３０號１樓

[桃竹苗地區]



八德桃鶯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大明里桃鶯路３４號

八德櫻花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長安街３７５號１樓

八德茄苳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８４６號１樓

大園田心店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新興路８５號

大園新華航店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１號２樓

大園帝景店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西路１號

大園蓮園店 桃園市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６０２號

中壢興榮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中壢導航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北園路２４號

中壢延平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５５２號

中壢金央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１００號１Ｆ

中壢城章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１５６號

中壢天晟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１４９號１樓

中壢福爵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５２６號１樓

中壢龍正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３５號１樓

中壢西園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里南園二路１２號１４號一樓

中壢萬能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９１號

中壢青埔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洽溪里７鄰領航北路二段６６號１樓

中壢元生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二路２５２號２５６號

中壢清英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２２９號　

中壢環西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二段３０２號１樓、２樓

中壢工業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１１６號１樓

中壢環北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４０２號；環北路３０３號３０５號

中壢榮光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榮安十三街２６２號

中壢弘志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弘揚路２９號

中壢柏德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２２１號

中壢新中原店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２４３號１樓

中壢自立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８２３號

中壢聯運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１４６、１４８號１樓

中壢元智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興仁路二段６３號

中壢過嶺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松義路１００號１樓

中壢中央二店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３００號（男九舍）

中壢中央三店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３００號松苑餐廳１樓

大溪松樹店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松樹２１之１號

大溪員樹林店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４１７號１樓

大溪交流店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里員林路一段４５１號

桃園大業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里大業路一段１３７、１３９號

桃園元富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４６號、４８號１樓

桃園民富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１２６號１樓

桃園國陽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３２之２１號１樓．Ｂ１

桃園愛國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路４０號

桃園和信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４８巷１６號

桃園站前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３，１５，１７號

桃園中寧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１６７號１樓

桃園世貿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０６９號

桃園武陵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９９２號



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１９４．１９６號

桃園慈愛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慈光街１１４號

桃園鶴岡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１３９巷７７號

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５０５號１Ｆ

桃園宏海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上海路１００號

桃園大正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３０２號１樓

桃園北埔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５１１號

桃園市府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１號

桃園永安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２１９號

桃園東埔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東埔里中正路３７８號

桃園國鼎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８４５號１樓Ｂ室

桃園永順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７５２號１樓

桃園金盛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１３０號１樓

桃園興國強店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國強一街２０８號

桃園帝國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２０８號

桃園榮運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８９９號一樓房屋

桃園雙龍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里龍壽街１５８號

平鎮彩虹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３４１號一樓

平鎮極光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１５號

平鎮金豐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１１９號

平鎮平南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４６２號１樓

平鎮南豐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１１２號１樓

平鎮南東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１號

平鎮新明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１３５號壹樓

平鎮義廣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廣明路５９號

平鎮壢新店 桃園市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１００號１樓

龍潭中興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村中興路６５號１樓

龍潭武漢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３３４號１樓

龍潭百年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龍潭區百年路１９號

新屋富榮店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新榮路２０６號

新屋醫院店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新福二路６號１樓

楊梅民族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新榮里電研路２５０巷１號１樓

楊梅縱貫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南路５９０號

楊梅楊光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４８之１號１樓

楊梅瑞平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１６８號１樓

楊梅瑞梅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６９之１號

楊梅幼獅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獅一路１之６號

楊梅富岡店 桃園市 桃園市楊梅區中正路９５、９７號１樓

龜山文華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３９９號１樓＆夾層

龜山文湖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７８巷４３號１樓

龜山長庚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３２之２２號

龜山庚德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２５９號Ｂ１樓（據德樓宿舍）

龜山致茂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茂路８６號１樓

龜山善捷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牛角坡路２５２號１樓＆夾層

龜山導航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２７０號Ｂ１樓

龜山雲蓮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３０２號



龜山大義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三段１－１號１樓

龜山新城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２１７號１樓

龜山新都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３５７號１＆２樓

龜山山鶯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４１號

龜山忠義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村忠義路一段５６號一樓

龜山德明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１０５號，１０７號１樓

龜山興壽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１２３３號１樓

龜山大傳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２３２號１樓＋２樓

龜山自強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新興村３８鄰自強南路７１號７３號１樓

龜山幸福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幸福一街２４號１樓

龜山銘美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５號１樓

龜山銘園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５號．第二餐廳旁

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一段１０號１樓

龜山美滿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幸福七街２６之１號１樓

蘆竹南祥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４３５號

蘆竹吉林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２號

蘆竹南工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８１號１樓

蘆竹鼎福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六福路１６３號１樓

蘆竹山海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１８２號壹樓

蘆竹山腳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２７８號１樓

蘆竹吉川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９９號

蘆竹坑口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北路二段３９８之１號

蘆竹長興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二段５２０號壹樓

蘆竹星馳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１６９巷２號

蘆竹鴻佰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青路１１８８號Ｂ１

蘆竹六福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六路４８號

蘆竹洛陽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榮村光明路一段１１９號１２１號一樓

觀音草漯店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大觀路二段１９０－７號

竹北新宏豐店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１０８５號

竹北台燿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８０３號

竹北立錡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一街８號１３樓

竹北宏福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２３６號１樓

竹北俠隱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７號

竹北奕力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二街１號１０樓

竹北後站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１０８－２號１樓

竹北泰和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路１６９號

竹北上石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路一段３３３號

竹北金豐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南路２段９２號

竹北中國醫店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１段１９９號地下１樓

竹北大境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２４５號

竹北六家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５２９號全部

竹北大河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２－５１號

竹北自強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５２號

新豐泰安店 新竹縣 新竹縣新豐鄉泰安街７５號１樓

新豐火車頭店新竹縣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２０２號２樓

湖口頎邦店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路１２號５樓



湖口千禧店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千禧路１號１樓

湖口新普店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八德路２段６５６號１樓

竹東新市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中央路９２號

新竹台大醫店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１段４４２巷２５號

新竹高富店 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３段４２８號１樓

新竹力積一店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力行一路１２號５樓

新竹力積二店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力行一路１８號４樓

新竹瑞昱二店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園區二路９號１樓

新竹晶電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科學園區力行路２１號３樓

新竹交大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１００１之２號一樓

新竹科館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二路１號１樓

新竹聯發科店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篤行一路８號

新竹建美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２７１號１樓

新竹新莊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新莊街５２號１樓

新竹新德安店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８９號１樓

新竹關東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５２７號１樓、５２７之１號１樓

新竹東園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八德路３５號

新竹金肥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３段１號１樓

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２２９號Ｂ１

新竹華夏店 新竹市 新竹市香山區埔前路４９號

竹南中義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路１３５４號１樓

竹南新豐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路１３６號６樓

竹南火車頭店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１６６號２樓

竹南群聯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群義路１號７樓

竹南京元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１１８號

竹南龍佳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佳北二街１號

竹南家扶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科學路１６０號１樓

頭份為恭店 苗栗縣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１２８號１樓

頭份地中海店苗栗縣 苗栗縣頭份市花園東路９８號１樓

頭份和平店 苗栗縣 苗栗縣頭份市和平路８３號１樓

銅鑼京元店 苗栗縣 苗栗縣銅鑼鄉銅科北路８號４樓

三義三福店 苗栗縣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重河路６３號

苑裡金客庄店苗栗縣 苗栗縣苑裡鎮世界路１段７９－１號

苗栗金大千店苗栗縣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路１８號

店名 縣市 地址

大同南山店 宜蘭縣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路七段１３７號

五結濱海店 宜蘭縣 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五濱路二段２３０號一樓

五結鑫利成店宜蘭縣 宜蘭縣五結鄉利成路一段５－１號

五結國道店 宜蘭縣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路一段１７７號１樓

冬山中心店 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１０８號一樓

冬山永興店 宜蘭縣 宜蘭縣冬山鄉永興路一段１號１樓

壯圍美功店 宜蘭縣 宜蘭縣壯圍鄉美功路一段１６８號

宜蘭金泰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１０２號一樓

宜蘭國道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一段２５０號一樓

宜蘭進士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南橋路４２７號

[宜花東地區]



宜蘭新吳沙店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８１號一樓

宜蘭縣府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３４６號一至二樓

宜蘭車站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１號

宜蘭凱旋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公園路１號

宜蘭陽大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１６９號Ｂ１

宜蘭陽明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１４８號

宜蘭民族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民族路２８１號一樓

宜蘭新泰山店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５３５號１樓

宜蘭大福店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大福路一段４３號，４５號

宜蘭員山店 宜蘭縣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一段１２２號１樓

員山惠民店 宜蘭縣 宜蘭縣員山鄉惠民路１３４號

宜蘭東澳店 宜蘭縣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蘇花路三段２０１號一樓

宜蘭南澳店 宜蘭縣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３３５號一樓

宜蘭二城店 宜蘭縣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一段２３８號１樓

宜蘭大溪店 宜蘭縣 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濱海路五段４７０號４７２號

頭城車頭店 宜蘭縣 宜蘭縣頭城鎮民鋒路３２號

頭城省道店 宜蘭縣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里青雲路一段１號

頭城梗枋店 宜蘭縣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三段１２號全部

礁溪健康店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５０號１樓之１

礁溪關帝店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４段２６號１＆２樓

礁溪仁愛店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仁愛路１６號１樓

蘇澳車頭店 宜蘭縣 宜蘭縣蘇澳鎮蘇南里中山路一段６３號一樓

蘇澳聖湖店 宜蘭縣 宜蘭縣蘇澳鎮聖湖里中山路二段３１號一樓

蘇澳國道店 宜蘭縣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蘇新路８１號１樓

羅東中榮店 宜蘭縣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二段２８３號及２８５號壹樓

玉里玉溪店 花蓮縣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１７７號

光復車站店 花蓮縣 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二段２２３號

吉安仁里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正路１段１５３號，１５５號１樓

吉安自強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自強路１２９號一樓１３１號

吉安和平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３９５號之１

吉安宜昌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１６１號１樓

吉安慶豐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三段４５０號一樓

吉安宜安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７１之２號

吉安仁安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４８－１號

吉安福興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路２３２－１號

吉安鑫莊敬店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６０３號

秀林和平店 花蓮縣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路１８７號一樓

秀林崇德店 花蓮縣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海濱７號１樓

花蓮榮正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２０７號．２０９號

花蓮大愛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７０７號

花蓮慈安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８７６號

花蓮慈濟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７０７號３樓

花蓮遠百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１９１號１樓

花蓮正義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１３號１樓

花蓮國盛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１２６、１２８號１樓

花蓮富強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７０８號１樓



花蓮博愛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２５０號

花蓮新美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１８２號１樓

花蓮中福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２６８號１樓

花蓮建中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４７－２號

花蓮光復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１２１號

花蓮國興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５９號

富里御皇米店花蓮縣 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莊路１之１號

新城太魯閣店花蓮縣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５３號１樓

新城北埔店 花蓮縣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１５９號一樓

新城康樂店 花蓮縣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康樂路２７９號

新城嘉新店 花蓮縣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花師街３７號一樓

新城民益店 花蓮縣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路４５號

新城望海店 花蓮縣 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１１０號

瑞穗瑞雄店 花蓮縣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三段１７９．１８１號

壽豐農會店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五段６０號

壽豐豐田店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１９５號

壽豐東湖店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２段１號（湖畔之心）

壽豐東華二店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１號（多容館）

壽豐東華店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１號（東華大學六期學生宿舍）

壽豐志學店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１７號

台東車站店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岩灣路１０１巷５９８號

台東豐榮店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豐榮路１８７號

台東文化店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中山里中山路３４５號１、２樓

台東四維店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３９９號１樓

台東大同店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復國里大同路１６３號１樓

台東南京店 台東縣 台東縣台東市民族里正氣路３８４號一樓

池上車站店 台東縣 台東縣池上鄉忠孝路２６９號

台東賓朗店 台東縣 台東縣卑南鄉賓朗路２９２號

台東鎮東店 台東縣 臺東縣卑南鄉泰安村泰安路３６１號（陸軍太平營區）

東河農會店 台東縣 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都蘭路２０９－１號

長濱金剛店 台東縣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長濱１４２－６號及其停車場

鹿野瑞豐店 台東縣 台東縣鹿野鄉瑞景路四段９８號

關山民族店 台東縣 台東縣關山鎮里壟里民族路５３－１號

店名 縣市 地址

大雅矽品店 台中市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路１９號

大雅永勝店 台中市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二路８號１樓

台中台鐵店 台中市 台中市中區臺灣大道１段１號

太平產業園店台中市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３１３號

台中睿景店 台中市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８４９號

台中學友店 台中市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２１５號

台中福雅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６９３號一樓

台中十八街店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八街１９３號

台中世貿二店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６號．１８號

台中世貿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８－５號

台中榮玉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９９號１樓

[台中市]



台中澄清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福林里臺灣大道４段９６６號１樓

台中豐邑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３９２號１樓及招牌

台中白金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７０號

台中署醫店 台中市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１９９號

沙鹿靜宜店 台中市 台中市沙鹿區中棲路２００號－至善樓

沙鹿金斗店 台中市 台中市沙鹿區南斗路２９號

和平新谷關店台中市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１２７－５號

台中公園東店台中市 台中市東區公園東路１３０號

台中林新店 台中市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３６號Ｂ棟１Ｆ商店２店面

台中中山壹店台中市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１段１１０號

台中汝川店 台中市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１１０號（汝川醫療大樓Ｂ１）

台中中興二店台中市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２５０號

台中新高鐵店台中市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８號２樓

烏日火車頭店台中市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２６號２樓

烏日新明道店台中市 台中市烏日區信義街１５７號

烏日林新店 台中市 台中市烏日區健行路１７７號１樓

梧棲自強店 台中市 台中市梧棲區自強一街１３２號．１３４號

潭子矽品店 台中市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１５３號１樓

龍井大火力店台中市 台中市龍井區龍昌路１０號

龍井海大店 台中市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４８號一樓、地下室

龍井龍后店 台中市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２１號１樓

龍井新文勝店台中市 台中市龍井區臺灣大道五段３巷６２弄４９號

豐原台鐵店 台中市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１－１號

豐原金睿店 台中市 台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一段２５９號

霧峰金德店 台中市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５７６號

霧峰金丁台店台中市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３９２號

霧峰亞大醫店台中市 台中市霧峰區福新路２１３號

店名 縣市 地址

草屯佑民店 南投縣 南投縣草屯鎮正興街７８號

埔里暨大店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５０１號

埔里埔基店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１－２號

伸港新全興店彰化縣 彰化縣伸港鄉興工路７３６號

和美新矽品店彰化縣 彰化縣和美鎮新庄里彰新路二段８號

和美永美店 彰化縣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二段１６３號

花壇白沙坑店彰化縣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２段１２０８號

員林台鐵店 彰化縣 彰化縣員林市民權街５５號２樓

埔心署醫店 彰化縣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興路３５號

鹿港五路店 彰化縣 彰化縣鹿港鎮彰濱五路２段臨３９２號

彰化山中美店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山中街９６號

彰化鐵皮店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十四街６７號

新秀傳店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南平街６１巷５１號

彰化林森店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林森路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１號

彰化建國店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介壽北路１號．美育館１樓

彰化新彰基店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１０１號１樓

彰化寶山店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師大路２號

[南投、彰化、雲林、嘉義地區]



雲林元長店 雲林縣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１３鄰中山路１１５號１樓

斗六久安店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三段４７３號

斗六牛桃灣店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３４９－２號

斗六工業店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十路１０８號１樓

斗六龍潭店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龍潭北路２號１樓

斗六車頭店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１８７號２樓

斗南光華店 雲林縣 雲林縣斗南鎮光華路９６號

雲林水林店 雲林縣 雲林縣水林鄉新興南路４號，６號

北港財神店 雲林縣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里文仁路１４３號一樓

西螺三井店 雲林縣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７鄰振興１１９之１號

西螺七崁店 雲林縣 雲林縣西螺鎮吳厝里吳厝７０－１號

林內采虹店 雲林縣 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３０號．３２號

虎尾新興店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民權路１３號

虎尾雲高店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站前東路３０１號１樓

虎尾興南店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興南１５８之１２號

虎尾五間厝店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虎興南路３８０號

虎尾霹靂店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中興路８３號１樓

崙背永昌店 雲林縣 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１之１０號

麥寮新工店 雲林縣 雲林縣麥寮鄉仁德西路二段５４３號

麥寮六輕店 雲林縣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台塑工業園區１號

麥寮長庚店 雲林縣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工業路１５００號

麥寮新合順店雲林縣 雲林縣麥寮鄉光復路４５號

褒忠聚寶店 雲林縣 雲林縣褒忠鄉中正路１３１號１樓

嘉義車站店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５２８號

嘉義仁安店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１７５號１樓

嘉義北社尾店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北湖里１３鄰北社尾路２６０號

嘉義保安店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保安二路１５９號

嘉義聖馬店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５６５號二樓商店街

大林慈院店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２號Ｂ１樓

朴子嘉庚店 嘉義縣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６號

新港中洋店 嘉義縣 嘉義縣新港鄉三間厝１７９號

中埔興化店 嘉義縣 嘉義縣中埔鄉富裕路４１３號

中正大學店 嘉義縣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１６０號

中正新創店 嘉義縣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１６８號（共同科教室）

店名 縣市 地址

仁德中一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８９號（活動中心）　

仁德中二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ㄧ街８９號（教學區）　

嘉藥科大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６０號

嘉藥資訊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６０號Ｑ棟Ｂ１

嘉藥錦篆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保安路一段５６巷５５號（宿舍Ｇ棟一樓）

仁德二仁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西路２１號

仁德仁紡店 台南市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８０５號

永康永明店 台南市 台南市永康區永明街２６２號

永康大展店 台南市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東路３８號

永康鹽洲店 台南市 台南市永康區鹽忠街１２７號

[台南、高雄、屏東地區]



永康大武店 台南市 台南市永康區大武街８號

台南國平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安平區平通里國平路５９９之１號１樓

台南慶平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里５鄰慶平路８０號１樓

台南興德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２３８號１樓

台南新順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安南區開安路５０號

台南台江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安南區台江大道二段４８１號

佳里中山店 台南市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１５５號

官田雄壯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里２７９號

官田新田店 台南市 台南市官田區隆田里中山路一段３５號

台南巴克禮店台南市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３８０巷１號１樓

台南車頭店 台南市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２號

台南一中店 台南市 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１號

台南新樓店 台南市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５７號１樓

台南神鷹店 台南市 台南市南區機場路９０５號

台南水萍塭店台南市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３８４號

新營國道北店台南市 臺南市後壁區竹新里新厝７２號

新營國道南店台南市 臺南市後壁區竹新里新厝６９號

柳營敏惠店 台南市 台南市柳營區中山東路二段１１１６號

柳營農會店 台南市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路二段７７號

麻豆新樓店 台南市 台南市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２０號

善化和平店 台南市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２３１之６號１樓

善化住華店 台南市 台南市善化區環東路二段３２號２樓

新市富安店 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社內８－１２號（配送用）

新市群創七店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一段３號

新市群科店 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一段３號Ｂ１ＦＡ店

新市群創一店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奇業路１號

新市群創六店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紫楝路２１號

新市群創四店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一段３號

新市群創二店台南市 台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二段２號

新市聯科店 台南市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１８號５Ｆ

新營南新店 台南市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１７７號１樓

歸仁長榮店 台南市 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１號第一宿舍一樓

關廟五甲店 台南市 台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一段１１０７號

關廟旺萊店 台南市 台南市關廟區旺萊路１２７號

高雄昌美店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２９９號一、二樓

高雄醫大店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１００號

高雄醫學三店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１００號（十全路口）

大發大來店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大漢路３５２號

大發輔大二店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１５１號

大發輔大店 高雄市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１５１號

大樹義大一店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１號（學生活動中心）

大樹義大二店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８巷２號地下１樓

仁武仁塑店 高雄市 高雄市仁武區竹後里水管路１８１號

高雄市集店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１１５號

高雄立信店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２０９號

高雄敬業店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路６３號



杉林農會店 高雄市 高雄市杉林區清水路４５號

岡山忠誠店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９７號一樓

岡山岡燕店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２８９號一至二樓

岡山嘉興店 高雄市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路３７４之１０號１號

高雄鄭和店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南路４２０之１號

高雄廣林店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１７２號一樓

高雄三信店 高雄市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１８６號（三信家商）

鳥松高庚店 高雄市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區大華里大埤路１２３號Ｂ１

日月光十二店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內環北路１１５號

高雄高大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路７００號

日月光三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開發路４７號

日月光一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經三路２６號地下一層

日月光七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內環北路１０９號２樓

日月光十一店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中央路２２號十一樓

日月光五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經六路６６號

日月光九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開發路７３號

高雄高富店 高雄市 高雄市楠梓區經三路８０號

路竹樹人店 高雄市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里２１鄰環球路４５２號

高雄龍堡店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龍勝路１３６號

旗山車站店 高雄市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２３號

鳳山誠義店 高雄市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路１１９號

鳳山文華店 高雄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１７１號

鳳山繁華店 高雄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１５１號壹樓

高雄科大店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１號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燕巢義大店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８號

燕巢義醫店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１號地下一樓

彌陀虱目魚店高雄市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５０號一樓

高雄新樂店 高雄市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２３８號

三地門恆美店屏東縣 屏東縣三地門鄉中正路二段１６號

內埔屏科大店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１號

車城風車店 屏東縣 屏東縣車城鄉中山路２－１號

東港東光店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長春二路２０６號

東港東隆店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５５號１樓

東港安泰店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２１０號（安泰教學醫院）

枋山觀海店 屏東縣 屏東縣枋山鄉南和路８０號

枋寮大嚮店 屏東縣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三段３９號及其停車場

枋寮建興店 屏東縣 屏東縣枋寮鄉建興路２４６號

枋寮北店 屏東縣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二段１８０號　

長治德和店 屏東縣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路６６號

長治交流店 屏東縣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水源路１９５號

南州壽元店 屏東縣 屏東縣南州鄉勝利路５－１０號１樓

屏東華敬店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莊敬街一段２９號

屏東愛園店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２１號１樓

屏東公館店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龍華路１７８號

琉球白沙店 屏東縣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２之６號

新埤屏鵝店 屏東縣 屏東縣新埤鄉新民路３號



新園興隆店 屏東縣 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村鹽龍路１５８號。１６０號

鹽埔大仁店 屏東縣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２０號（學生餐廳）

店名 縣市 地址

馬祖清水店 連江縣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１１７號１樓

馬祖福運店 連江縣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６９號１樓

馬祖福澳店 連江縣 連江縣南竿鄉福澳村１３５號１樓

馬祖機場店 連江縣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２２０號１樓

澎湖吉貝店 澎湖縣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１８３－９號

澎湖跨海店 澎湖縣 澎湖縣白沙鄉通梁村通梁１９５號一樓

澎湖外垵店 澎湖縣 澎湖縣西嶼鄉外垵村１３０號

澎湖光復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１７９號

澎湖百利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４５９號一樓

澎湖和田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２號一樓

澎湖泉昌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石泉２－５０號

澎湖海洋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４６號

澎湖三多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３０２號一樓

澎湖民族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５８之２號

澎湖玄武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１６３－８號

澎湖馬公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６１號

澎湖鑫科店 澎湖縣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１１８號

澎湖望安店 澎湖縣 澎湖縣望安鄉東安村２－１３號

澎湖湖西店 澎湖縣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村湖西６５號

[離島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