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號 店名 店址
892777 大甲站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828號
127929 立夫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165057 科博館 台中市北區淡溝里博館路92號1樓
969059 中醫五權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2號
943390 校友會館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1727號1樓
180230 遠百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251號10樓
142191 新越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1號11樓
163523 新市政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1樓
155463 恩光站 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一段2490號
171373 市民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57號
141132 民府 台中市西區四維街22-1號24號
185958 大將作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410號
183170 梨山 台中市和平區中正路6號1樓
180632 環山 台中市和平區中興路三段64-5號.64-6號
982339 欣谷關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135-2號1樓
181381 大立光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13號4樓
992406 明道一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97號(蠡海大樓)
143002 明道二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97號地下室1樓
153696 中高一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1樓
954013 台中高鐵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2樓
153711 中高二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2樓
941464 潭慶 台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三段123號
179665 豐原站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1號1樓
122809 豐村 台中市豐原區南村里豐東路412號416號1樓
953755 東洲 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7段488號
146997 朝科大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宿舍大樓
171409 劍潭站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5號1樓
957193 福捷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14號
190075 天鑫 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街8號
185567 兒樂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五段55號
928427 文大 台北市士林區格致路57號
179872 鑫站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52之1號B1
190503 台科一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43號1樓
190570 敦隆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82號
121275 樂隆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331巷14號
184586 大敦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3巷7號1樓
916572 長松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65號
163659 金宴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51巷8號1樓
167433 直福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218號1樓
964906 台北六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
137018 台北五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
127941 台北3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西北站)
985235 台北2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西南站)
960454 台北4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東北站)
184966 台北1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東南站)
127860 北高鐵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B1樓
169565 北捷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9號B3樓
182465 北車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B1樓
122522 博美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45號1樓
129110 青島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4號



991562 中華電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21-3號B1樓
135872 漢慶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82號1樓
119582 新格蘭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27號
149413 鑫華福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30號32號1樓
902861 德馨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46號
171199 瑞和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16巷56號1樓
991894 台師大 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4段88號行政大樓1樓
190189 動物園 台北市文山區新光路2段30號1樓
130637 振興醫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B1
975906 威京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51號
158923 北體 台北市松山區北寧路66號
170945 上弘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8號B2
135643 松航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9號
153216 北醫大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1樓
181912 鑫國泰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68號24樓
990721 市捷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號1樓
122186 總部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7號1樓
981901 宏泰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1-1號1樓
135012 統誠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B2樓
144636 新光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2號B1樓
167651 一零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35樓
121079 新三連 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42巷25號1樓
166865 港環球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71號B2
166843 港高鐵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13號B2
912813 華院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234號
186249 萬華站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82號
179595 台東新站 台東市岩灣路101巷598號
940472 尚武 台東縣大武鄉尚武村環港路3號
153928 大武 台東縣大武鄉復興路124號126號128號1樓
154057 東和美 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村大中寮路68之6號
163796 金倫 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金崙路262號262-1號
130028 新太麻里 台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外環路128號1樓
954574 東樂 台東縣台東市山西路一段330號
143910 享溫馨 台東縣台東市中正里中正路308號1樓
132806 正東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372號
120685 東太陽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753號1樓
166382 東糖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二段360號1樓
888099 東漢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182號
138077 東輝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389號
180724 東星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159.159-1號1樓
872599 東航 台東縣台東市民生里更生路270號1F
127033 東博 台東縣台東市民權里中正路414號418號
873189 東盛 台東縣台東市自強里更生路391號
968078 新南王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北路675號677號
921231 東京 台東縣台東市卑南里更生北路198號
180702 東安 台東縣台東市杭州街288號1樓
990019 睿豐 台東縣台東市知本里知本路三段7號1樓
110161 東佳 台東縣台東市長沙街178號180號182號
167053 東偕 台東縣台東市長沙街303巷1號
174615 卑南 台東縣台東市南榮里更生路1267號
987736 知本 台東縣台東市建興里知本路4段2號



160188 仁毅 台東縣台東市馬蘭里新生路680號682號684號1樓
154585 東亮 台東縣台東市連航路88巷31號33號35號1樓
991665 富岡 台東縣台東市富岡里吉林路2段668號1樓
131685 東廣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496號498號1樓
151232 利嘉 台東縣台東市新園里中興路六段667號1樓
155005 東喜 台東縣台東市興安路一段197號1樓
914141 東定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里中興路四段406號
970071 成貞 台東縣台東市豐年里中興路三段399號1樓
902296 吉川 台東縣台東市豐谷里中華路二段272號
932998 冠美 台東縣台東市豐榮里仁昌街148號
997652 東捷 台東縣台東市豐榮里豐盛路1號
160258 東昇 台東縣台東市鐵花里中華路一段542號1樓
173852 欣功 台東縣成功鎮三民里大同路70號
978101 欣東旺 台東縣成功鎮忠仁里中華路76號1樓
110677 池上 台東縣池上鄉大埔村中山路64號1樓
142825 東馳 台東縣池上鄉中東三路46號1樓
163958 初鹿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忠孝路164號166號168號
126476 東泉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59號
122795 東遊季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路388號
952833 東河 台東縣東河鄉東河村南東河263號1樓
892962 都蘭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都蘭155號
150826 長濱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長濱路2-5號
126339 新鹿野 台東縣鹿野鄉鹿野村中華路一段430號
120076 安朔 台東縣達仁鄉森永村森永216號
942973 綠島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南寮路139號
122957 關山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4號4之1號1樓
142892 蘭嶼 台東縣蘭嶼鄉椰油村椰油296之12號
159133 晶越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號B2
132688 奇美實 台南市仁德區三甲里59-1號
180229 奇博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66號1樓
179573 代天府 台南市北門區鯤江里976號
144131 五王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146號1樓
116561 工館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195號
131630 永科 台南市永康區新樹里3鄰中山北路634巷7號
130305 安醫 台南市安南區州南里12鄰長和路二段66號B1
131146 東山站 台南市東山區科里里枋子林74-6號
182177 台南站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4號
153755 P7廠 台南市善化區南關里三抱竹路1號
153940 邦品廠 台南市善化區環西路二段3號
167525 聯電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57號
188072 群創五 台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二段2號1樓(群創五廠)
173690 聯晶 台南市新市區豐華里南科二路18號7樓
962667 新營站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號
953995 高鐵南站 台南市歸仁區沙崙里歸仁大道100號
993535 沙崙站 台南市歸仁區沙崙里歸仁大道100號二樓
116620 歡雅 台南市鹽水區歡雅里26號
186180 宜蘭站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1號
154541 金玉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165號1樓
979311 新羅東站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號
903037 南澳 宜蘭縣蘇澳鎮南強里蘇花路二段328號
153375 玉里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2段90號1樓



902469 璞石閣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96號
116354 玉明 花蓮縣玉里鎮泰昌里中山路2段135號
174305 樂合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里新民路13-1號
116413 興玉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2段23號
914060 蓮富 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2段252號
112824 馬太鞍 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一段125號
120489 文景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2段71-2號
866310 蓮吉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3段423號
173748 蓮安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2段5號
151276 蓮恆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建國路一段51號
151737 蓮陽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中山路三段2號
968850 姐妹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5段262之1號1F
132345 吉昌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114號
912972 慈勝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2號
967558 富翔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海岸路77號
920320 仁禮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八街223號
952637 南濱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1段116號
968551 新蓮盈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2段285號1F
188289 愛田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200號.202號
900072 東海岸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252號254號
954817 吉海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683號
160269 新福興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吉安路三段80號82號
923019 稻香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吉興路二段46號
978260 泰雅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街156號
114288 崇德盈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95-6號
155256 天祥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天祥17之1號
880073 太魯閣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路150號152-1號
113665 蓮慈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段7號9號1樓
871220 蓮冠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426號
131836 蓮圓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891號893號
891420 慈濟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3段808號810號
981738 鑫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383號385號
147288 花道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63號1樓
121057 吉野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65號1樓2樓
910965 新蓮信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186號
872382 蓮美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209號
959177 如意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37號
943725 長勝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83-1號83-2號
987747 蓮成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83之1號
123329 華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26號
932529 尚美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71號
923134 統軒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7-1號
991827 蓮華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山路183-185號1樓
950723 華廈 花蓮縣花蓮市民享里府前路638號640號
174350 愛民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22號
122027 上美崙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298號298之1號1樓
113056 蓮慶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160號1樓
980137 鑫盈佳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58號1樓
111980 花農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236號238號1樓
151014 蓮昌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2段298號
120995 思瑀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2段862號及866號1樓



921529 名品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莊敬路72號
166522 富集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富國路32號1樓
153364 花蓮站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100號
966968 好家園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2號2-1號
184829 富泰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55號
174899 讚福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55號
872740 蓮讚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三路16號18號
920342 讚蓮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2號
122935 豐川 花蓮縣花蓮市富強路214號216號
120272 星潭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121-10及121-11號
966739 德安一 花蓮縣花蓮市德安一街307號
943987 富鄉 花蓮縣富里鄉中山路167號
152040 蓮發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7鄰北埔路172號
138745 蓮莊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光復路462號
151759 北埔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282號
138941 精舍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康樂路286號288號
954437 祥祐 花蓮縣新城鄉順安村北三棧119之6號
151287 新廉瀚 花蓮縣新城鄉新興路28號30號1樓
873385 蓮嘉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55號157號
923293 瑞繐 花蓮縣瑞穗鄉中山路1段17號19號
165507 瑞權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路30之2號
977924 新壽豐 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5段131號
985659 豐學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大學路2段596號
126661 八悅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中華路二段215號
880671 志學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7鄰中山路3段6號
127125 大豐田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201號203號1樓
166821 豐坪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村豐坪路二段5之1號1樓
110312 林田山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里長橋路108號1樓
155511 鳳悅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216號1樓
881951 鳳林 花蓮縣鳳林鎮鳳禮里中正路二段143號145號
110415 豐濱 花蓮縣豐濱鄉三民村三民路61號1樓
970059 新沙美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國中路2號
891970 金民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號
992705 金石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92號196號1樓
186146 金生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生路67.69號
981598 金豪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1號3號5號1樓
903130 金東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民族路7號
882921 金亮 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民權路75號
152051 金誼 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浯江北堤路100號
923651 新山外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復興西路2號
970037 新再發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8號10號
116206 金冠 金門縣金湖鎮環島南路湖前段2號4號
142858 風獅爺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中山路8之6號1樓
142087 金央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一段222之8號1樓
970820 金寧 金門縣金寧鄉環島北路1段711號
173977 小金 金門縣烈嶼鄉林湖村東林路156號
923765 見晴園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定遠新村路18-1號
970510 富嘉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223-1號
992956 霧社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43號45號1樓
136370 清境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26之1號
972804 小瑞士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28號



155588 新車埕 南投縣水里鄉車埕村民權巷110之1號
981222 和社 南投縣信義鄉同和巷8號1樓
138011 信義鄉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82-2號
971362 暨大二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人文學院)
902997 暨大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501號
969037 伊達邵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89號
188348 鑫魚池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799號
154703 屏東站 屏東縣屏東市擇仁里公勇路62號1樓
122382 白燈塔 屏東縣琉球鄉三民區大福村中正路303之2號1樓
182786 花瓶岩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山路51-5號1樓
892113 小琉球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民生路61號
139368 竹南建國 苗栗縣竹南鎮龍鳳里龍山路1段162號1樓
950284 新南庄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正路7號9號1樓
181509 遠雄 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5之7號1樓
844745 大溪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152號
144223 龍園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615號
110138 百吉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二段35號
964940 中壢站 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139號
111555 日月光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560號
144728 精材 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23號B1樓
158705 桃園高鐵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高鐵北路1段6號1樓
153984 青埔高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高鐵北路1段6號B1
153629 中壢高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里高鐵北路1段6號B1
162922 澄和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277號1加2樓
154873 桃新站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號
966038 景碩一廠 桃園市新屋區中華路1245號3樓
144119 中科院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佳安段481號
111289 台達電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252號B1樓
942216 龜山廣達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211號
138664 樂善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131號1樓
932150 養生村 桃園市龜山區長青路2號A棟
126889 吉福 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167號1樓
194158 進三廠(臨) 桃園市蘆竹區長榮路168號4樓
992510 台茂城堡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段112號2樓
946171 高雄二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49號
956282 高雄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18號
158174 中鋼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鳳宮里中鋼路1號2樓
129039 速鐵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160177 左運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7號B1
129017 高高鐵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高鐵路105號
966245 左營新站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菜公路1號
159214 榮總二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大中一路386號
981015 新甲仙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文化路56號58號1樓
115960 臨廣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48-45號
154574 日明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出口區第二園區研發路66號3樓
180908 日星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88號
143080 鳳山站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68號1樓
159373 哨船頭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43號1樓
180986 基隆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
981233 極品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19號21號1樓
182683 新基隆一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5號



170967 八堵站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142號
952523 北竿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中山路193號195號
123536 東引 連江縣東引鄉中柳村85與86號1樓
132839 馬祖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15號1樓
991322 中隴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3鄰48-2號
952512 馬港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中山路58號60號
950376 南竿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00號
126708 福澳港 連江縣南竿鄉福澳村129號部份
139014 雲嘉 雲林縣斗南鎮新光里21鄰光華路231號
155212 雲鐵 雲林縣虎尾鎮站前東路301號1樓
164238 正孝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51號153號
173726 湯城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2號之9之10
116538 湯旺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2之3號1樓
144706 民昇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36號
970602 民生廠 新北市土城區民生街4號B1
144717 環冠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18之6之7之8號
174590 世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10號1樓K棟
188485 建六 新北市中和區建六路62號
159498 建康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270號
942733 富美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權路23號
144359 平溪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二段338號340號
179849 遠東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1樓之2
151852 東科大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6號
163800 建德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9號1樓
920249 坪林 新北市坪林區水柳腳路159號
153423 台藝大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136554 板站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54號(板站北)
975700 板站東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54號(板站東)
967879 板站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54號B1樓(板站)
155636 亞醫二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1樓
143275 新亞醫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21號1樓2樓
183398 板鐵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B1
162162 忠柯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642號
967189 南亞三 新北市泰山區南林路98號8樓
159421 福隆站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街8號8-1號
179883 新滬站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144522 老街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48號1樓
143770 天元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三段30號1樓2樓
185442 新福民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35號
166946 愛莘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12號
159432 中央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B1樓
139173 傑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929巷11號13號
126797 福來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8號
844310 新泰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67號
909541 九份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3號
131940 友勤 新北市樹林區大有路65號1樓
158783 樹林一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12號
903646 雙溪 新北市雙溪區自強路7號
953319 雙祥 新北市雙溪區雙溪村太平路65號67號
129383 徐匯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6號1樓
959742 新鶯歌站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68號之1



886761 竹城 新竹市北區西門里中山路100號
181233 明泰科技 新竹市東區力行七路8號B1樓
126410 聯電T 新竹市東區力行二路3號7樓
187323 聯電B 新竹市東區力行二路3號B1
181820 力成捌 新竹市東區力行三路15號6樓
991056 聯電F 新竹市東區力行六路3號B1樓
991067 聯電E 新竹市東區力行路17號7樓
184520 GRC 新竹市東區工業東三路1號1樓
128173 新竹站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445號
137694 智邦 新竹市東區科學工業園區研新三路1號
993786 揚明 新竹市東區新安路7號
142102 關新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79號1樓
154002 文元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二街1號1樓
182018 晨星科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18號7樓之1
112318 台元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26-8號
132389 嘉家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十一路一段30號1樓
163497 銘豐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五路一段1號1樓
124687 飛凰 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二段729號
990846 力成貳 新竹縣湖口鄉三民路7號B1
182971 力成三 新竹縣湖口鄉大同路15之1號6樓
990710 力成科 新竹縣湖口鄉大同路26號6樓
143817 國碩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3號5樓
127343 豐鈴 新竹縣湖口鄉安宅四街2號
142526 源冠 新竹縣新豐鄉尚仁街92號1樓
169842 明大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新興路1號
122290 台積P6 新竹縣寶山鄉新竹科學園區園區二路166號
991078 聯電S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研新一路16號3樓
113311 嘉西 嘉義市西區大溪里北港路13鄰597號
962678 嘉義站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528號
130154 東嘉院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642號(嘉義基督教醫院門診大樓內)
182731 合泰 嘉義縣大林鎮大美里19鄰大智一街1號
154839 誠穩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南華路一段55號B1F
130523 嘉埔 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大埔276號之6壹樓
944016 奮起湖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12鄰奮起湖178-1號
173689 石棹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22-27號22-29號
179757 阿里山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山村南阿里山55號
153733 神木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3號2樓
892825 田中站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1號
133094 和港 彰化縣和美鎮和港路552號1樓
144599 員林站 彰化縣員林市民權街55號2樓
882839 湖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4段79號
129361 彰鐵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1號
153869 七美 澎湖縣七美鄉南港村南滬50號51號
900795 白沙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20鄰大赤崁351號1樓
951106 漁翁 澎湖縣西嶼鄉外垵村113號
188201 跨海 澎湖縣西嶼鄉合界村3-1號
892571 天人菊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仁愛路69號
930545 新台澎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85號
880590 澎灣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56號
941833 井垵 澎湖縣馬公市井垵里1-18號
120467 文澳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53號1樓



909574 石泉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1-300號
987806 馬公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59號
922201 文光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三多路338號
900762 西衛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光復路297號
142869 澎衛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光復路408號
153892 澎文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文山路282號
981750 百麗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新店路463號1號
113883 東衛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19鄰9之2號
901891 新澎湖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民權路98號
941202 澎技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三多路45號
113506 揚光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中華路175號1樓
166740 澎興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雙掛頭1之2號
151391 鎖港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鎖管港段1439號
130095 湖西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村湖西140之1號
911083 永興順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34之2號
181750 馬航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26之5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