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市名稱 門市地址
德芝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66巷5弄18號20號1樓
大饌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35號1樓
銘傳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250號
新忠誠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8號20號1樓
福榮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20號222號
天越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5號
天美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96號98號
天福 台北市士林區天福里天母東路８巷39號天母東路8巷41弄1號
丹樺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30號
至誠 台北市士林區至誠路二段31號
新天強 台北市士林區克強路11及11-1號1樓
福陽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269號271號1樓
海光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35號37號39號
集鑫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229號231號
誠義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126號
社中 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20號322號1樓
豐基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368號370號
新劍潭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246號248號
東吳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鑫太原 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40號42號44號
三德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55號57號1樓
塔城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71號1樓及273巷2號1樓
酒泉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258、260、262號1樓
敦信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22巷50號1樓
合億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1巷51號1樓
長星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85號
喜悅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82-1及82-2號
大台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8號1樓20號1樓(部分)
鑫東一 台北市中山區一江街11號13號
實踐大學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1樓
大吉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97號99號1樓
歡唱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10巷10號中山北路二段59巷55.55-1~4.57.59
林森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80之1號1樓
京都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11號
鑫長安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53巷1之3號
鑫安江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78號178-1號1樓
江東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43號45-1號1樓
京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00號1樓
松盛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5巷1號
吉鑫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號1樓
國京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號1樓
榮鑫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89號91號1樓
薇美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11號1樓
萬濠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1號1樓
稻江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35號農安街67號69號
鑫錦州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63號
大埔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52號152之1號154號154之1號
慶城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18號1樓



杭信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5號1樓
博源 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16號
鑫華福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36號1樓
長鴻 台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219巷6號8號1樓
福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17號19弄1號
碧綠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三段59巷1號61號63號
民醫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3巷22號22之1號
寶湖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80巷6號1樓
安保 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8號1樓
成湖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46號
秀湖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59號1樓
華經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30號
彩龍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35號1F
行善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468號1樓新湖二路369號1樓
權金 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405號1樓
金碧 台北市內湖區金龍路219號217巷1號1樓
金雲 台北市內湖區星雲街136號
星成 台北市內湖區星雲街17號17-1號
墘運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2號1樓
德馨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46號
德瑞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0號1樓
湖光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35巷13號1樓
晏揚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99巷14號康寧路三段99巷12弄2號
瓏馬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213號
大眾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21巷41號1樓
匯陽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83號
參龍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95號1樓
全球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329號1樓
見晴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96號
鴻瑞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35號1樓
里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06號1樓
瑞鑫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0號
瑞寶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7號1樓
日內瓦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59號1樓
環金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二段123號125號1樓
巨新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212號及木新路二段218巷2號4號
文儀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54號56號
文山 台北市文山區永安街22巷23號25號1樓
新秀 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二段8號10號
忠順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一段26巷22號24號
指南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一段34號36號1樓
西安 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44號46號1樓
雙全 台北市北投區中庸里大業路715-717號
新豪美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98號100號
行義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348巷1號3號1樓
明德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14號
泉源 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30號地下一樓
鐏賢 台北市北投區尊賢街247號
台場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2號



松鑽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86號
京復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44號
東復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25號
松禾 台北市松山區塔悠路31號33號
廣慈 台北市信義區大道路115號117號1樓
春光 台北市信義區大道路9號11號1樓
革新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2號34號
總部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7號1樓
松茂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B1樓
開源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36號138號
嘉馥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21號23號1樓
松高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1號1樓
道生 台北市信義區新仁里東興路57號
留公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47號249號
港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69號2樓
佳樂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03號305號307號1樓
慈愛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64號
港德 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73巷25號1樓
港興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117號119號121號123號125號
欣昌 台北市萬華區西昌街177號179號179-1號
凱富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78號1樓
園寶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81巷29號1樓31號1樓33號1樓
開寧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6號
華藏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07號107之1號1樓
國雙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5巷17號及129-9號
萬和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182號184號
漢中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85號187號
雙環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07號
寶昌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84號186號
富達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一段225號227號1樓
蘭雲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315號317號
新梗枋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三段323號325號327號1樓
尚群 桃園市八德區中山路181號
明光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157號
靖欣 桃園市八德區中興街42號興仁路46號48號
松柏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685巷50弄2號1樓
大湳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875-1號
八勇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197號
勇伯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380號
迎和 桃園市八德區金和路52號
八福 桃園市八德區福國街76-1號
振裕 桃園市八德區福德一路54號
福僑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62號164號1樓
廣福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30號1樓
靖立 桃園市八德區豐德一路17號豐田一路83號
航祥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一段785號1樓
北林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127號129號1樓2樓
鐵鎮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二段428號
內厝五 桃園市大園區中興路二段359巷9弄3號



布拉格 桃園市大園區拔子林一路137號拔子林三路6號
祥綸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北路三段45號
國航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一段300-1號1樓
果林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里菓林路97號1樓
文漢 桃園市大溪區文化路188號
士香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28號
芯德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186號1樓188號1至2樓
王子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130號1樓
富友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19號421號423號1樓
大享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262號1樓
立京 桃園市中壢區五族二街66號68號1樓
成豐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97巷3號1樓
新壢 桃園市中壢區日新路66號68號
高屋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二段150號152號
學屋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400號402號406號1樓
欣民 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三段985號
金權 桃園市中壢區光明里中央西路二段49號
吉美 桃園市中壢區吉林二路77號77之1號1樓
吉利 桃園市中壢區吉林二路83巷30號32號34號
佶林 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128之11號1樓
正神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10號12號1樓2樓
自強一 桃園市中壢區自強一路65號67號69號
工園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27號西園路25巷5號1樓
福記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164號166號168號
金鋒 桃園市中壢區金鋒四街50巷2號1樓
長業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23號
富莊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141號
新中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1018-1號1樓
大中原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151號151-1號一樓
統上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465號1樓
笙園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738號740號742號1樓
速達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二段378之2號
興聖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二段48號1樓
新昇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四段28.30號1樓
森壢 桃園市中壢區新興里2鄰林森路30號1樓
惠祥 桃園市中壢區榮安一街293號
福冠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42號1樓及2樓
新福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392號1樓
福神 桃園市中壢區福德路79號81號
壢福 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200號202號1樓
新壢智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57號1樓
奇采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三段115號1樓
亞文 桃園市中壢區龍川街108號110號112號1樓
龍學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178號1樓
瓏門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538號1樓
羿龍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283號1樓
瓏慈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712號716號718號1樓
新街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537號539號543號1樓
忠貞 桃園市平鎮區中山路63之3號63之5號



鎮翊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一段173號1樓南東路1-1號1樓
韻翔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71號1樓
東社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148號150號
禾安 桃園市平鎮區平德路295號1樓
廣興 桃園市平鎮區忠孝路69號1樓
金平 桃園市平鎮區東勢里金陵路四段485號1樓
關爺 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376號1樓
鎮業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238號240號1樓
皓倫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西路70號72號1樓
寶勇 桃園市平鎮區湧光路455號457號459號1樓
寶麗 桃園市平鎮區湧安里自由街57號59號61號63號
金磚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里新富二街18號20號
新貴中 桃園市平鎮區新貴里中豐路一段98號1樓
達義 桃園市平鎮區義民路199號1樓
廣泰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130號132號1樓
龍侑 桃園市平鎮區龍德路8號1樓;龍福路1號1樓
龍行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156號1樓
金汲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85巷11號13號1樓
大佶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490號
大權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43號1樓B1樓
星寶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426號1樓
新大興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253號1樓
縣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136號1樓
宏亞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102號
中慈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三街411號1樓
冠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中泰里國際路一段1179號
國悅 桃園市桃園區天祥七街101號103號
福倉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425號1樓427號1樓
民鑽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57號1樓
民安 桃園市桃園區民安路84號忠五路169號
埔子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40號1040之1號1樓
星宇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739號1樓
新德鴻 桃園市桃園區永福西街111號113號
藝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一街98號100號
一品苑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103號
千藝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1號
新虎山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50號52號1樓
成高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8號1樓
禾豐 桃園市桃園區秀山路95號1樓
尊品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路41-1號1樓
全鎮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38號240號1樓
春寶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670號1樓
宏太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384-9號384-10號1樓
泰昌 桃園市桃園區泰昌三街51-6號
源盛 桃園市桃園區國聖一街188號1樓;宏昌十二街587號1樓
國力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426號428號1樓
鈺朋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105號1樓
君富 桃園市桃園區富國路555號1樓
富有 桃園市桃園區富國路656號



振聲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89號1樓
慈豐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975號
慈德 桃園市桃園區慈德街53號55號57號
謙悅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58號60號1樓
合禾 桃園市桃園區溫州一路302號306號1樓2樓
桃農 桃園市桃園區萬壽路三段111號113號115號1樓
三沅 桃園市楊梅區三民北路88號1樓

龍潭佳園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坑段776號1樓
水龍吟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一段506號1樓
龍欣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257號259號
凌雲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358-1號
新龍鄉 桃園市龍潭區民族路168號170號172號1樓
龍逸 桃園市龍潭區民族路372號374號1樓
聖興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186號1樓
山民 桃園市龜山區三民路100號
同銘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212號1樓
壽興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一段73號1樓
庚大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B1樓
愿景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42號
勇利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6號

華亞文化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6之55號
庚院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11之5號1樓
鑫華夏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28-1號28-2號28-3號1樓
廣華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386號1樓
富亨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206號208號210號1樓
丞丞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331號333號1樓文青一路1號1樓
文捷 桃園市龜山區文桃路426號1樓
富勝 桃園市龜山區文學路250號1樓
民生北 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54號1樓
幸福五 桃園市龜山區幸福五街17號19號1樓
山興 桃園市龜山區明興街223號225號1樓
陸光 桃園市龜山區陸光路83號85號1樓
新長明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62號1樓
新尊爵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139號141號143號145號1樓
鑫騰龍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56.158號1樓
萬壽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057號1樓
茶專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353號1樓
嶺頂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巷35號
祥櫂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7號
凱達 桃園市龜山區精忠里長壽路153號155號157號

龜山銘傳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152號154號1樓
上興 桃園市蘆竹區上興路251號253號1樓
高竹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737號
航竹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08號
八角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5號
亮亞 桃園市蘆竹區大福路189號
航空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04號
北崁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85號87號89號1樓
航興 桃園市蘆竹區中福里大興路233號1樓



興鑽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路188號
芮霖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路536之1號
五福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一路202號1樓
樂購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一路39號41號1樓
盧興 桃園市蘆竹區內展里長興路三段231號1樓
錦明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二段102號1樓
勁賀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二段139號
樂欣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二段28號30號1樓
南山北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北路二段426號1樓
航海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一段175之1號1樓
盧長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二段183號1樓
富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二段313號1樓
景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五段200號1樓
映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四段250號1樓
開南 桃園市蘆竹區新興街136號1樓
湖海 桃園市蘆竹區濱海路一段335號337號1樓
篤鑫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街22-1號1樓
福聚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286號福二街229號1樓
新五福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80號82號1樓
武訓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102號1樓
東明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181號183號1樓
深美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街196號
深澳坑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2-6號2-7號
新暖東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77號1樓
益彰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409號411號
八仙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290號292號296號
喜城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562號
神州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113號
龍米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二段46號48號50號
智成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二段1號智成街79號
立福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60之1號60之2號1樓
陡門頭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329號
荷運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97號.97之1.97之2號1樓
重樂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196號1樓
虹諭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93巷21弄43號
正大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35號
愛家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42巷11號
三重一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133號135號
勇福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15、117號
集美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07號
三田 新北市三重區福田里三民街274號276號1樓
環德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38號1樓
北霆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244號1樓
大峽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3鄰147號1樓
新北大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6號1樓
天下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一段110號112號1樓
三角湧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二段200號
華晟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38之1號38之2號1樓
福峽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86號1樓



豐康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路241號
祥泰 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38號
皇翔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88號1樓、裕民路10-1號.10號.8-1號.8號
城利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23-13.223-15號
金源 新北市土城區水源街59號1樓、福仁街23號1樓
家美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17號之1
正原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30號1樓
景鑫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683號
世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10號1樓K棟
景順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78號1樓
立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72號
景愛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45號47號1樓
民華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270號272號
泰隆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02號
立德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03號
永宜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18巷22號24號1樓
板南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486號
芯建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2號1樓
森森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74號1樓
建六 新北市中和區建六路62號
建一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101號
建康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270號
員新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4號
板勝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19巷6號8號
全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69巷9號11號
冠德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1-5號
景禮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00號1樓102號1樓104號1樓
景陽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29號31號33號
景鑽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73號373之1號
華順 新北市中和區華安街16巷1號
圓通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80號282號
圓德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91之3號391之4號391之5號1樓
德旺 新北市中和區壽德街22號1樓
福勝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156號158號
福泉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68號70號
橋安 新北市中和區橋安街20號1樓
橋和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99號1樓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9號1樓
新台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14號
富美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權路23號
鴻運 新北市五股區水碓一路1號
成泰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84號1樓
利客來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419號
泰股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577巷24號
豫溪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702巷1號3號及中正路710號
忠信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97號99號101號
仁愛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28號130號1樓
園和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267號269號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7號



有民 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9號11號1樓
新永元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28號30號
新永愛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314號316號1樓
孟揚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62號
保平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135號
秀和 新北市永和區國中路99號101號
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13號1樓
保鑽 新北市永和區潭墘里安樂路138號140號
矽功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84號
保長坑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261號263號1樓
汐峰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2號34號1樓
富鄰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6號8號1樓
汐忠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82號
艾科卡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196號
汐湖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41巷49號51號1樓
建德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9號1樓
新翠華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31巷14號16號
台藝大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59號
板府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8巷4號6號1樓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B1樓
中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32之5號1樓
埔運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40號42號1樓
光環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二段68號70號1樓
大合宜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151號1樓
府中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82號84號1樓
板中 新北市板橋區府後街4.4-1.4-2號1樓
英海 新北市板橋區雨農路50號
華富 新北市板橋區華江一路501號1.2樓.503號1.2樓
樹中 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105號1樓
溪州 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街108.110號1樓
吉翠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53號1.2樓和55號
僑興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二街116巷2號.4號
育軒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8號270號1樓
縣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200巷1號3號1樓
瑞林 新北市板橋區龍翠里大同街52號
麗寶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301號1樓
東學 新北市林口區東湖路100號1樓
金全 新北市金山區清水路52號
珈多 新北市泰山區台麗街5號7號9號1樓
明躍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202號
貴鳳 新北市泰山區貴鳳街2號
協元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76之2號1樓
金滬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66號1.2樓.66-1號1樓
海正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113號115號115-1號
渡船頭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號55號及55-1號
君品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41巷56.58號1樓
金崙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24號1樓
台北灣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一段108號1樓
金昂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一段99巷51.53號1樓



新淡專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80巷18號20號1樓
新春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42號1樓
和億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一段306巷60弄35.41號1樓
海晴 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二段202巷69.71號1樓
深坑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5號
真誠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63號
美河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35巷2號
青新 新北市新店區中山路137號1樓
小碧潭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57號1樓
鑫鋒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90號1樓
涵碧 新北市新店區永業路6號6之1號8號
新明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140號
凡賽絲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290號1樓
及人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72號
安成 新北市新店區安成街35號29號
統和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里安民街335號337號
康城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222之1號
安德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8號10號12號1樓
新錦秀 新北市新店區錦秀路13號15號1樓
寶科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5號1樓
寶興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88號1樓
副都心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287號289號1樓
都峰苑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686號1樓
輔明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4巷99號
新遠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51號之8號
保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2號
榮信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里中榮街25鄰90號92號1樓
港義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27號1樓和中美街2號1樓
五工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二路89號及91號1樓
福基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68巷5.7號1樓
原成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05號1樓
維妮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23號1樓
昌宏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29、31號1樓
金座 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5號7號
源前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388.390號
興洲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472號1樓
捷仕堡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15號.龍安路69巷1號
莊龍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66號
佳政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三段209-1號211號1樓
昌聖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1號23號1樓
樹園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一段52號1樓
俊盛 新北市樹林區俊興街156號
慶嶸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323號323-1號1樓
樹復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340號
飛龍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南路二段356號環堤大道2號6號
民欣 新北市蘆洲區光榮路63號65號67號
蘆華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40號1樓
蘆安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64號1樓
信義路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341號341之1號341之2號341之3號1樓



陽州 新北市蘆洲區重陽街92.96號1樓
國鶯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142號1F
加百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131號133號1樓
聖陶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407號411號
鳳鳴 新北市鶯歌區永和街115巷44.46號1樓
元町 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128號130號1樓
金鶯鎮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217之3號1樓
樂陶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276號1樓
鶯國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26號1樓
歌德 新北市鶯歌區德昌二街77號之1
長虹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432號1樓
鳳福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二段48號1樓50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