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家名 地址

NO.

1 新竹中正 新竹市新竹市經國路二段102號

2 新竹中華 新竹市新竹市中華路4段568號

3 竹北博愛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19號

4 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35號

5 新豐建興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46-6號

6 湖口忠孝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17號

7 湖口中華 新竹縣湖口鄉中華路24號

8 竹東長春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227號

9 關西正義 新竹縣關西鎮明德路108號

10 新竹光復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523-1號

11 竹北福興 新竹縣竹北市鹿場里福興東路一段302號1樓

12 新竹食品 新竹市東南街197號

13 新竹中山 新竹市香山區中山路550號1樓

14 新埔中正 新竹縣新埔鎮四座里中正路203號

15 新竹東大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三段684號1樓

16 竹東中豐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21號

17 新竹交大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

1 苗栗為公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309號

2 苗栗中正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05號

3 竹南光復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72號

4 頭份中正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76號

5 頭份中央 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400號

6 苑裡中山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116號

7 苗栗府東 苗栗縣苗栗市府東路91號

8 竹南龍山 苗栗縣竹南鎮天文里龍昇街2號

9 通霄中山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27鄰中山路223號1樓

10 頭份建國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66號1樓

11 後龍中山 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107號

12 苗栗公館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243號

13 三義中正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24號1樓

1 台中樂業 台中市東區樂業路450號

2 台中公益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282號

3 台中復興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88號

4 台中高工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99號

5 台中興大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04號1樓

6 台中北平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2段78號

7 台中青海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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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中友達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9 台中河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82號

10 台中漢口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219號

11 台中中科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283號

12 台中黎明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130號

13 台中大業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606號

14 台中大墩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2段191號

15 台中嶺東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680號

16 台中昌平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54號

17 台中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2段1號

18 台中水湳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165號

19 台中東山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56-10號

20 太平中山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4段174號

21 太平太平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527號

22 大里成功 台中市大里區向學一路147號

23 大里中興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315號

24 台中國光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219-1號

25 大里永隆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490號

26 豐原中興 台中市豐原區中興路242-3號
27 豐原廟東 台中市豐原區三豐路17號

28 豐原南陽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436號

29 大雅學府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382號一樓

30 霧峰中正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14號

31 霧峰吉峰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路100號

32 台中東海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7巷2-1號

33 烏日中山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154號

34 台中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219號

35 台中沙鹿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429號

36 台中大甲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84號

37 台中東勢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334號

38 台中清水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339號

39 梧棲文化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2段138號

40 台中大肚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2段774號

41 台中健行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80號

42 台中自由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152號

43 台中西屯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148-43號

44 沙鹿英才 台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2號

45 后里甲后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378號

46 台中美村 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84號

47 台中五權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路1-201號1樓

48 大里草湖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1段105號

49 潭子中山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298-21號



50 台中太原 台中市北屯區三光里太原路3段516號

51 烏日明道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1段321-325號

52 台中惠中 台中市台灣大道3段182號

53 逢甲黎明 台中市西屯區西墩里黎明路三段341號1樓

54 台中榮總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第二醫療大樓(婦幼館B1)

55 太平坪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3號

56 豐原中正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31號

57 大里新仁 台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一段215之1號1樓

58 新社興安 台中市新社區興安路22號

59 豐原三豐 台中市豐原區三豐路529號1樓

60 中清經貿 台中市北屯區新平里中清路二段937號1樓

61 台中英才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462號1.2F

62 神岡中山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747號1樓

63 台中二中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267號

64 龍井中央

65 外埔甲后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五段25號

66 台中中工 台中市西屯區福和里中工三路46號1樓

67 興大圓廳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1樓(活動中心-圓廳)

1 彰化和平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30號

2 彰化中正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79號

3 彰化中民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93號

4 彰化師大 彰化市中山路三段220號1樓

5 彰化彰美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6段120號

6 彰化和美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6段289號

7 員林萬年 彰化縣員林鎮新興街22號

8 員林靜修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57號

9 員林大同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一段205號

10 溪湖平和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街153號

11 彰化田中 彰化縣田中鎮斗中路一段108號

12 鹿港中正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299號

13 彰濱秀傳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14 鹿港民族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53號

15 彰化花壇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373號

16 彰化二林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37號

17 彰化社頭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路400號

18 彰化永靖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一段805號

19 彰化埔心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中正路一段296號

20 北斗中華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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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彰化金馬 彰化市金馬路3段784號

22 彰化自強 彰化市自強路27號1樓

23 大村山腳 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86號

24 員林中正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56號

25 彰化大埔 彰化市延平里大埔路400號1樓

26 彰化伸港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419號

27 員林中山 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268號1樓

28 福興彰水 彰化縣福興鄉三汴村彰水路288號

29 彰化埤頭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85號

30 彰化秀水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彰水路一段117號

31 田尾中山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191號

32 彰化芬園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449號1樓

33 彰化大村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二段291號1樓 

34 彰化大竹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99號1樓

1 南投大同 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109號

2 草屯中山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9-1號

3 埔里中正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275-2號

4 南投竹山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1-9號

5 名間彰南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村彰南路23-3號及南雅村市場巷11-20號

6 南投水里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1段532號

7 日月潭水社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路名勝街32號

8 埔里中山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24號1樓

9 南投中興 南投縣南投市中學西路42-1號

10 集集站前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80號

11 草屯虎山 南投縣草屯鎮新厝里虎山路6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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