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家名 地址

NO.

1 台北光復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67號

2 台北京華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02號1樓

3 木柵木新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2段220號

4 台北莊敬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16號

5 台北永吉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69號

6 東湖康樂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72巷2號1F

7 內湖文德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號1樓

8 台北吉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1號

9 台北長安東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73號

10 台北榮星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8號1樓

11 台北錦洲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8-8號

12 台北民族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55號

13 台北長安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5號

14 台北中研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10號

15 台北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1號

16 台北寶興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92號

17 萬華萬大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386號

18 士林劍潭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1號

19 天母德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41號

20 北投育仁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98號

21 台北和平東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342號

22 北投中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35號

23 台北寧波東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6號

24 台北汀洲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57號

25 台北同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26號

26 台北長春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6號1樓

27 文山興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8之6號

28 台北漢口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4號之35號

29 關渡知行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99號

30 新莊廟口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49號

31 信義通化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32號

32 南港展覽館店 台北市南港區新民街58號

33 科技大樓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98號

34 台北中華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9號

35 台北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2號1樓

36 萬華廣州 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50號

NO.

1 永和保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2號

北區

新北市

台北市



2 永和永貞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240號1樓

3 永和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05號1F

4 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20號

5 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26號

6 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20號

7 中和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47號

8 板橋民德店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1號

9 三重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4段104號

10 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73號

11 三重重新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100號

12 三重中正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44號

13 三重重陽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3段126號

14 三重仁愛店 新北市三重區分子尾街45號1樓

15 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49號

16 新莊龍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151號

17 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2號

18 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283號

19 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76號

20 新莊昌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57號

21 新莊建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103號

22 板橋四川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66號

23 板橋大仁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16號

24 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26號1F

25 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84號

26 新莊民安店 新莊區民安西路86號

27 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6號

28 板橋大同店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0號1樓

29 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6號1樓

30 板橋仁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2號

31 板橋國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9號

32 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64號

33 蘆洲復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21號

34 蘆洲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25號1樓

35 蘆洲光華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74號

36 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1號1樓

37 土城明德店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51號

38 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68號

39 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號

40 樹林金門店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172號

41 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94號1F

42 台北八里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538號

43 林口竹林店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35號

44 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519號



45 台北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65號

46 五股成泰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56號1樓
47 三峽文化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52號
48 北大學勤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259號

49 三峽中華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46號

50 鶯歌鶯桃店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656號

51 鶯歌國慶店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54號

52 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18號

53 三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72號

54 幸福中港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02號之1

55 土城延和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217號

56 三峽復興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69號

57 板橋三民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66號

58 土城中央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386號

59 蘆洲民族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21號

60 板橋南雅 新北市板橋區新興路2號

61 板橋新海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322號

62 鶯歌火車站 新北市鶯歌區東英里文化路68-1號2樓D區

63 中和宜安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65號

64 三芝中正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一段50號

1 金山中山 金山區中山路106號

2 萬里野柳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65-1號

3 瑞芳明燈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5號

4 淡水竹圍 淡水區民權路99之5號

5 淡水中山 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49巷15號

6 汐止中興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41號1樓

7 汐止新台五 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10號

8 汐止樟樹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21號

9 汐止建成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7巷1號

10 新店中正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號

11 新店安康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173號（安康路口）

12 新店碧潭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9號

13 新店安和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2段207號

14 新店中興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33號

15 新店三民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87號

1 桃園北興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325號

2 桃園中華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華路83號

3 桃園中山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404號

4 桃園經國店 桃園縣桃園市南平路100號

新北市

桃園市



5 桃園桃鶯店 桃園縣桃園市桃鶯路70之3號

6 桃園大業店 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一段156號1F

7 桃園龍安店 桃園縣桃園市龍安街142號

8 桃園中正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1065號

9 桃園泰昌店 桃園縣桃園市泰昌三街58號1樓

10 中壢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一段299號

11 內壢中華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一段218號
12 中壢中央東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東路70號
13 中壢環中店 桃園縣中壢市環中東路192號

14 中壢龍慈店 桃園縣中壢市後興路一段183號

15 中壢元化店 桃園縣中壢市新生路223號

16 中壢龍岡店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257號

17 中壢民族店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五段461號
18 中壢壢中店 桃園縣中壢市三光路84號
19 中壢福州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157號
20 中壢中山店 桃園縣中壢市新明里中山路517號

21 平鎮延平店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3段9號

22 平鎮中豐店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山頂段210號

23 中壢振興店 桃園縣平鎮市振興路24號

24 平鎮金陵店 桃園縣平鎮市和平路1號
25 平鎮文化店 桃園縣平鎮市文化街24巷2號
26 平鎮義民店 桃園市平鎮區義民路148號

27 楊梅埔心店 桃園縣楊梅鎮永美路200號

28 楊梅新成店 桃園縣楊梅鎮新成路165號

29 楊梅中山店 桃園縣楊梅鎮中山北路2段89號

30 八德永豐店 桃園縣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56號

31 桃園八德店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1段796號

32 八德介壽店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二段390號

33 新屋中山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一段86號

34 桃園萬壽店 桃園縣龜山鄉陸光路一號

35 林口長庚店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二路13號

36 迴龍龍華店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302號

37 南崁南竹店 桃園縣蘆竹鄉南竹路一段41號

38 桃園福竹店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路495號

39 桃園南崁店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316號

40 大園中山店 桃園縣大園鄉中山南路1號1F

41 觀音新坡店 桃園縣觀音鄉新華路二段617號

42 龍潭北龍店 桃園縣龍潭鄉北龍路148號

43 八德新豐 桃園縣八德區介壽路2段1024號

44 桃園大有 桃園縣桃園區大有路493號

45 桃園中路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18號

46 桃園大溪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38號

47 楊梅行善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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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楊梅環東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438號1樓 

49 桃園永安北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北路466號

50 桃園力行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4號

51 中豐南勢 桃園市中豐路南勢二段89號

52 桃園保羅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210號

53 蘆竹忠孝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52號

54 大園菓林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路85號

55 平鎮龍南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22號

56 平鎮民族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239號

57 內壢長春 桃園縣中壢區長春路57號

58 富岡中正 桃園縣楊梅區中正路100號

59 中壢中央西 桃園縣中壢區中央西路2段21號

60 龍潭中正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26號

61 桃園國際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98、1200號

62 蘆竹海山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2號

63 桃園英業達 桃園市桃園區大智路88號

64 龍潭龍平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590號

65 大溪員林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68號

66 中壢晉元 桃園市中壢區晉元路201號1樓

67 中壢中山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8號

NO.

1 七堵明德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212號一樓

2 基隆暖暖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街2-2號

3 基隆新豐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0號

4 基隆樂一 基隆市安樂區樂一路2之1號

5 基隆長庚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2段126號

6 基隆義二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3號

7 基隆孝一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26號

8 基隆北寧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27-1號

9 基隆東信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316號

10 七堵福二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128號

1 宜蘭復興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一段92號

2 宜蘭站前 宜蘭縣宜蘭市康樂路2號

3 羅東民權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38號

4 羅東站前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78號

5 頭城青雲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128號

6 宜蘭礁溪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路12號

7 宜蘭新月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二段113號

8 宜蘭五結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三段1號

9 宜蘭冬山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一段760號

10 羅東南門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15號

基隆市

宜蘭縣



11 羅東北成 宜蘭縣羅東鎮四育路79號

12 宜蘭員山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一段121號

13 宜蘭三星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四段360號

14 宜蘭東港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44-15號

15 宜蘭蘇澳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17號

16 冬山廣興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237號

17 五結中正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一段210號

1 花蓮和平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460號

2 花蓮海岸 花蓮市海岸路4號

3 花蓮中山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51號1樓

4 花蓮北埔 花蓮縣新城鄉光復路468號

5 花蓮玉里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100號

6 花蓮林森 花蓮市林森路212號

7 花蓮太昌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22號

8 花蓮中正 花蓮市中正路582之3號

1 馬祖南竿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84-11號

連江縣

花蓮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