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店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 實踐大學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70號1樓 0285091737

台北市 總部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7號1樓 0287874502

台北市 吉孝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9號 0227790763

台北市 東吉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00號 0227622908

台北市 加賀屋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73巷5號地下二樓之1 0228941650

台北市 松高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1號1樓 0227670810

台北市 成湖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46號 0287910570

台北市 金鑽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56號1樓 0225418601

台北市 國賓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1號1樓 0225682463

台北市 博源 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16號 0223684419

新北市 湖鑫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37號1樓39號1樓 0226943740

新北市 富佑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路112號1樓 0222984349

新北市 五工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二路89號及91號1樓 0222999109

新北市 遠來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510號1樓 0226017102

新北市 芝加灣 新北市三芝區錫板里海尾14-35號1樓2樓3樓 0226368212

新北市 三好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四段102號104號1樓 0289857653

新北市 金銘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7號 0286741722

新北市 板慶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7號1樓 0229556584

新北市 泰陽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468號470號 0229047256

桃園市 華泰城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59號860櫃位 032873914

桃園市 三沅 桃園市楊梅區三民北路88號1樓 034312709

桃園市 廣華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386號1樓 032115427

桃園市 亮亞 桃園市蘆竹區大福路189號 033231648

桃園市 福倉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425號1樓427號1樓 033608304

桃園市 千藝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1號 033469503

桃園市 新友達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里新和路1號B棟7樓 034072501

桃園市 上青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12之2號1樓 033229405

桃園市 欣欣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280號1樓 033206164

桃園市 山興 桃園市龜山區明興街223號225號1樓 033498212

桃園市 龜山銘傳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152號154號1樓 033504227

新竹市 工研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321號(2館1樓) 035749321

新竹市 冠亨 新竹市北區南寮里東大路四段123號 035361884

新竹縣 敬興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北路258.260號1樓 036675394

新竹縣 鹿禾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南路118號1樓 036579647

苗栗縣 頭屋 苗栗縣頭屋鄉尖豐路118號120號1樓 037251643

苗栗縣 千晴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伯公坑178號 037873709

台中市 市鑫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9號1樓 0422255056

台中市 鑫建德 台中市東區建德街174.176.178.180號 0422800902

台中市 功興 台中市太平區建興路47號 0422769121

台中市 廣洽 台中市龍井區西濱路三段247號 0426398952

台中市 汶莊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102號1樓 0422063620

台中市 興大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301號 0422814276

台中市 大排 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一段982號 0426627624

台中市 詠德 台中市梧棲區大智路二段385號 0426567101



台中市 天星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77之8、77之9、77之10號1樓 0424390965

台中市 泰安一 台中市后里區安眉路113號 0425588403

台中市 泰安綻 台中市后里區九甲七路400號 0425588315

台中市 新麗寶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號1樓 0425586466

彰化縣 彰醫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中興路1號 048280380

彰化縣 頂王 彰化縣鹿港鎮頭崙里7鄰頂草路二段135號 047711021

雲林縣 上慶 雲林縣斗六市漢口路190.192號 055372911

台南市 興全 台南市新市區民權路80號 065892482

台南市 陽光城 台南市善化區蓮潭里9鄰陽光大道198號1樓 065851514

台南市 紅瓦厝 台南市歸仁區大成路211號1樓 062303294

台南市 橋富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130、132號 063027238

台南市 亞萬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12號1樓 062955449

台南市 東山站 台南市東山區科里里枋子林74-6號 066235384

高雄市 圓興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373號1樓 076692934

高雄市 路新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77-5號 076952564

高雄市 愛河 高雄市前金區博孝里河東路8號1樓 072414252

高雄市 超全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31號1樓 077675762

高雄市 福賜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88號 075525473

高雄市 享順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35號337號 075522439

高雄市 管仲 高雄市前鎮區管仲路20號1樓 073313412

高雄市 高昌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615號 073539441

高雄市 新長澄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077353649

高雄市 月光山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里泰安路59號 076811294

屏東縣 欣欣鼎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自由路666號1樓 087339511

屏東縣 白燈塔 屏東縣琉球鄉三民區大福村中正路303之2號1樓 088612496

台東縣 立麗 台東縣台東市豐原里中華路四段731號 089346477

台東縣 開漢 台東縣台東市開封街760號1樓 089342213

花蓮縣 蓮和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263號(台泥和平廠) 038681249

花蓮縣 天合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二段308號1樓 038873013

花蓮縣 權營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25之1號25之2號25之3號1樓 038315692

花蓮縣 蓮恆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建國路一段49號51號 038580885

宜蘭縣 縣府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366號368號370號 039255703

基隆市 海洋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09號1樓 0224637174

基隆市 篤勝 基隆市七堵區大德路103號 0224516884

金門縣 太武山 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一段29號 082336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