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市 區碼 電話 縣市 地址

科雅 04 24636793 台中市 西屯區福雅路571-1號

科安 04 24631686 台中市 西屯區國安一路105號107號109號一樓

大維 04 26584759 台中市 梧棲區四維路73號

新忠貞 04 26154547 台中市 沙鹿區東大路二段1587號

薰衣草 04 25825277 台中市 新社區協中街169之1號

新石岡 04 25724608 台中市 石岡區明德路118號

瑞慶 04 25293116 台中市 豐原區豐原大道三段261號

福豐 04 25588374 台中市 后里區福美路17號

新永大 04 24823074 台中市 大里區大明路340號1樓

篤行 04 22015811 台中市 北區篤行路120號122號

三中 04 23146826 台中市 西區忠明路54-1號1樓、博館路231號233號235號237號1樓

新光德 04 23370951 台中市 烏日區信義街162號1樓

鄉林夏都 04 23267921 台中市 西區忠明南路117號1樓

富仁 04 22133717 台中市 東區富榮街2號1樓

遠平 04 22384398 台中市 北屯區北平路三段75-4號75-5號

松豪 04 24214950 台中市 北屯區四平路218號

昌順 04 22439430 台中市 北屯區北屯路439之16號1樓

育仁 04 22373045 台中市 北區進化路583號

合作 04 23608343 台中市 北區自強一街1號

社和 04 25824929 台中市 新社區中和街五段115號1樓

北陽 04 25202421 台中市 豐原區北陽路288號

豐村 04 25297481 台中市 豐原區南村里豐東路412號416號1樓

寶慶 04 24529273 台中市 西屯區逢甲里西屯路二段256巷8、10號1樓

逢辰 04 24529517 台中市 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0-18號1樓

革新 02 27688917 台北市 信義區永吉路32號34號

社中 02 28119270 台北市 士林區社中街320號322號1樓

涼州 02 25538157 台北市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32號234號1樓涼州街72巷11號1樓

掬華 02 23375810 台北市 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07號

鑫重寧 02 33225836 台北市 中正區寧波西街86號1樓

萬東 02 23379121 台北市 萬華區萬大路486巷61號63號65號1樓



新峨嵋 02 23704539 台北市 萬華區峨嵋街111之2號之3號

開寧 02 23884024 台北市 萬華區西寧南路16號

興義 02 23034630 台北市 萬華區興義街6號8號1樓

萬忠 02 23034250 台北市 萬華區東園街28巷58號

福源 02 27649672 台北市 松山區新東街60巷16號18號1樓

麟光 02 27339761 台北市 大安區臥龍街252號及252-1號

新秀 02 29398096 台北市 文山區秀明路二段8號10號

指南 02 29363203 台北市 文山區指南路一段34號36號1樓

文山 02 29368284 台北市 文山區永安街22巷23號25號1樓

林森北 02 25362285 台北市 中山區林森北路380之1號1樓

東復 02 25472325 台北市 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25號

鑫樂昇 02 23754357 台北市 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14之3號.之4號

鑫衡陽 02 23316456 台北市 中正區衡陽路6號1樓

鑫大孝 02 23719010 台北市 中正區黎明里重慶南路一段1-1號一樓

凱富 02 23024836 台北市 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78號1樓

天福 02 2876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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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義 02 28353013 台北市 士林區忠誠路一段126號

大饌 02 28838865 台北市 士林區大東路35號1樓

森吉 02 25958727 台北市 中山區林森北路624號626號1樓

通盈 02 27604390 台北市 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15號

東光 02 37651082 台北市 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5號1樓

本興 06 2477987 台南市 安南區公學路四段180號

臻品 06 3026702 台南市 永康區三合里中山東路117號119號1樓

土定富 06 2636173 台南市 南區田寮里大成路二段86號88號

新圓 06 6351841 台南市 新營區忠政里中正路2鄰121號

鈺善 06 6832854 台南市 白河區昇安里1鄰三間厝2-56號

麻學 06 5704806 台南市 麻豆區大山里8鄰大山腳1之80號

南化 06 5775209 台南市 南化區南化里128號1樓

華醫 06 3357173 台南市 仁德區民安路一段115號

席悅 06 2004432 台南市 東區東光里東興路41號1樓

駿隆 03 9887913 宜蘭縣 礁溪鄉中山路一段175號



纘祥 03 9774578 宜蘭縣 頭城鎮民鋒路18號20號

聖博 03 9558229 宜蘭縣 羅東鎮南昌街53巷6-3號

徠一 03 9615630 宜蘭縣 羅東鎮培英路98號100號

潤霖 03 9542776 宜蘭縣 羅東鎮公正路136號1樓

中心園 049 2986922 南投縣 埔里鎮中山路一段427號1樓

豐登 049 2995855 南投縣 埔里鎮枇杷里中正路183-23號

社寮 049 2624730 南投縣 竹山鎮集山路一段2051號

小瑞士 049 2803447 南投縣 仁愛鄉定遠新村28號

頭前溪 08 7515041 屏東縣 屏東市前進里清進巷150號

永大 08 7551329 屏東縣 屏東市大武路122號124號

永盛 08 7931503 屏東縣 鹽埔鄉鹽中村勝利路81之3號

後壁湖 08 8895686 屏東縣 恆春鎮南灣里南光路2號

家的 08 8881053 屏東縣 恆春鎮城南里中正路67號1樓

船帆石 08 8851490 屏東縣 恆春鎮船帆路720號1樓

吉春 08 8898264 屏東縣 恆春鎮恆南路1巷6之1號

萬巒 08 7815818 屏東縣 萬巒鄉萬和村中正路52號1樓

日日春 08 8897015 屏東縣 恆春鎮城北里中正路193號

滿州 08 8802431 屏東縣 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56號1樓

廣得亨 08 7074616 屏東縣 萬丹鄉廈北村南北路二段289號

鎮海 08 8326154 屏東縣 東港鎮鎮海里鎮海路1-100號

恆北 08 8883342 屏東縣 恆春鎮網紗里省北路374-3號1樓

慶丞 037 596428 苗栗縣 頭份市合興里信義路14鄰381號

龍詮 037 611551 苗栗縣 竹南鎮山佳里龍山路三段305號

竹南和興 037 582482 苗栗縣 竹南鎮大埔里和興路191-1號

龍鳳 037 483823 苗栗縣 竹南鎮龍鳳里龍江街25號

豪榮 037 364660 苗栗縣 苗栗市南勢里豪榮1號

頭屋 037 251643 苗栗縣 頭屋鄉尖豐路118號120號1樓

源栗 037 375346 苗栗縣 苗栗市水源里14鄰中正路1402號

通館 037 764476 苗栗縣 通霄鎮通西里中山路10號

龍昇 037 463595 苗栗縣 竹南鎮龍山路二段120號

萬龍 02 82001015 桃園市 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07號309號1樓



翁和 03 3891007 桃園市 大溪區仁文里介壽路1151號1153號1樓

福僑 03 3671450 桃園市 八德區廣福路162號164號1樓

桃龍 03 3703291 桃園市 桃園區龍安街79號81號

亞文 03 4371428 桃園市 中壢區龍川街108號110號112號1樓

榮安 03 4515728 桃園市 中壢區榮安十三街297號1樓及榮安十四街2號1樓

龍學 03 4655821 桃園市 中壢區龍昌路178號1樓A1

金鋒 03 4385214 桃園市 中壢區金鋒四街50巷2號1樓

政群 03 4525289 桃園市 中壢區中園路二段138號

富莊 03 4623667 桃園市 中壢區莊敬路141號

成龍 03 4572652 桃園市 中壢區龍岡路三段192號194號196號1樓

創薪 03 4369813 桃園市 中壢區龍昌路270號1號

瓏慈 03 4584639 桃園市 中壢區龍慈路712號716號718號1樓

龍翔 03 4616036 桃園市 中壢區普義路175號

中孝 03 4517904 桃園市 中壢區忠孝路248號1樓2樓

福記 03 4681347 桃園市 中壢區林森路164號166號168號

森壢 03 4583746 桃園市 中壢區新興里2鄰林森路30號1樓

龍行 03 3395057 桃園市 桃園區長安里力行路156號

禾豐 03 3331864 桃園市 桃園區秀山路95號1樓

冠桃園 03 3691483 桃園市 桃園區中泰里國際路一段1179號

嶺頂 03 3192515 桃園市 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巷35號

楊民 03 4316640 桃園市 楊梅區三民北路177號

楊功 03 4820217 桃園市 楊梅區瑞溪路二段162號1樓

福音 03 4832773 桃園市 觀音區新生路1467之1號1樓五福三街83號1樓

觀成 03 4837597 桃園市 觀音區成功路一段557號559號1樓

金平 03 4505739 桃園市 平鎮區東勢里金陵路四段485號1樓

寶麗 03 4698937 桃園市 平鎮區湧安里自由街57號59號

京利 03 4397374 桃園市 平鎮區南京路206號

開立 03 4950392 桃園市 平鎮區廣仁里新光路19號21號

龍侑 03 4601054 桃園市 平鎮區龍德路8號1樓;龍福路1號1樓

豐訊 03 4698787 桃園市 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479號

龍東 03 4560328 桃園市 中壢區龍東路138號140號1樓



龍南 03 4602664 桃園市 平鎮區龍南路348號

江園 03 3812411 桃園市 大園區中正東路三段620號

海湖 03 3544721 桃園市 蘆竹區濱海路一段40號42號

美利堅 03 4962264 桃園市 楊梅區青山五街25號1樓

興達港 07 6987105 高雄市 茄萣區崎漏里民治路188號

太湖 07 6992060 高雄市 湖內區中正路二段158號1樓

客宭 07 5211715 高雄市 鹽埕區建國四路312號

學源 07 5364382 高雄市 前鎮區三多二路437號439號441號1樓

田金 07 8070928 高雄市 小港區山明里水秀路59號

宏華 07 8069912 高雄市 小港區松舍里漢民路829號

鑫明莊 07 2854756 高雄市 新興區六合二路24號

新後昌 07 3646497 高雄市 楠梓區錦屏里後昌路115號1樓

新財發 02 24697904 基隆市 中正區新豐街303巷11弄1號3號1樓

滿福 02 24684530 基隆市 信義區深澳坑路166之30號1樓

和豐 02 24698861 基隆市 中正區新豐街203號1樓

源遠 02 24575289 基隆市 暖暖區源遠路294號296號298號1樓

坤海 02 24658451 基隆市 信義區東明路69號

景雄 05 5514863 雲林縣 斗六市虎溪里西平路521號

永和 02 29291091 新北市 永和區文化路7號

全茂 02 82286711 新北市 中和區連城路469巷9號11號

統和 02 86662431 新北市 新店區安和里安民街335號337號

平溪 02 24952040 新北市 平溪區靜安路二段338號340號

瑞信 02 24063884 新北市 瑞芳區民生街23號

貢寮 02 24903435 新北市 貢寮區仁和路9號

豫溪 02 29295836 新北市 永和區中正路702巷1號3號及中正路710號

新樟樹 02 26436365 新北市 汐止區樟樹二路255號

明峰 02 26944744 新北市 汐止區明峰街179之1號

伯爵 02 86951684 新北市 汐止區明峰街13號13之1號1樓

新盛昌 02 26486529 新北市 汐止區長江街13巷1號

汐政 02 26419577 新北市 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22號

富鄰 02 26601799 新北市 汐止區宜興街8號



樟福 02 26434449 新北市 汐止區樟樹一路256號258號1樓

新旭勝 02 26490241 新北市 汐止區建成路160巷2號

金美 02 24985386 新北市 金山區中山路143號145號

百豐 02 86669386 新北市 新店區安康路一段168號1樓

安城 02 86661108 新北市 新店區安康路一段283號

新順安 02 29118504 新北市 新店區順安街51號53號1樓

陡門頭 02 29832749 新北市 三重區三民街329號

六張街 02 89851895 新北市 三重區六張街255巷17弄1號1樓255巷15號

新峽 02 26731461 新北市 三峽區民權街184號186號1樓

豐康 02 26726462 新北市 三峽區成福路241號

新紫城 02 22681974 新北市 土城區福安街38號40號

嘉添 02 86714891 新北市 三峽區嘉添路109-2號

土城 02 22678704 新北市 土城區中央路三段42號

大智通 02 26685036 新北市 樹林區佳園路二段70-1號

御昇 02 26809307 新北市 樹林區佳園路二段34號1樓

新僑中 02 29694324 新北市 板橋區僑中一街124巷3弄3號

僑一 02 29685784 新北市 板橋區僑中一街104號106號

佑容 02 29595675 新北市 板橋區五權里五權街49號51號

佳林 02 26020865 新北市 林口區林口路197號

長坑 02 26195195 新北市 八里區中華路三段168號

浩瀚 02 26185995 新北市 八里區龍形二街2-11號

雙鳳 02 29081398 新北市 新莊區雙鳳路114號1樓

榮和 02 29919383 新北市 新莊區中和街191巷1號3號5號

新年 02 22023870 新北市 新莊區豐年街54號

新展盛 02 22048185 新北市 新莊區西盛街325號327號1樓

分子尾 02 89857944 新北市 三重區仁愛街479號479之1號

鶯桃 02 26782143 新北市 鶯歌區鶯桃路二段7號

寶興 02 29162045 新北市 新店區寶橋路88號1樓

華鑫 03 5182741 新竹市 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25、727、729號1樓

新豪康 03 5398534 新竹市 香山區元培街371號1樓

冠盈 03 5364694 新竹市 北區西濱路一段286號



菄大 03 5360700 新竹市 北區東大路四段258.260號1樓

青草湖 03 5296583 新竹市 東區明湖里明湖路3鄰1012-1號

文清 03 5744701 新竹市 東區建功路49號1.2樓

竹科 03 5790747 新竹市 東區埔頂路8號

新悅 03 5428767 新竹市 北區經國路二段166號168號1樓

明瑚 03 5191443 新竹市 東區明湖路410號1樓

南衫 03 5622730 新竹市 東區南大路123.125號

大勝 03 6681541 新竹縣 竹北市勝利十一路101號

埔和 03 5689849 新竹縣 新豐鄉埔和村埔頂281之1號

北泰 03 5530956 新竹縣 竹北市中正西路132號134號

中新 03 5559619 新竹縣 竹北市中正西路389號1樓

聯新 03 5517846 新竹縣 竹北市中正西路602號1樓

環鑫 03 5556139 新竹縣 竹北市環北路五段61號1樓

家利 03 5904893 新竹縣 湖口鄉民生街465巷3號

竹杉 03 5559473 新竹縣 竹北市中山路303號(臨)

印月 03 5584561 新竹縣 竹北市科大一路140號1樓

嘉埔 05 2522214 嘉義縣 大埔鄉大埔村大埔276號之6壹樓

合豐 05 2531719 嘉義縣 中埔鄉中埔村169號1樓

英巧 05 2064736 嘉義縣 民雄鄉西安村西安路37號.39號1樓

內安 04 8746504 彰化縣 田中鎮碧峰里中南路二段562號

二水 04 8793484 彰化縣 二水鄉員集路4段6.8.10號

明城 04 8943106 彰化縣 大城鄉東城村北平路7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