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家名 地址

NO.

1 嘉義民族 嘉義市東區光華路2號

2 嘉義中山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11號

3 嘉義彌陀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120號

4 嘉義友愛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46號

5 嘉義興業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268號

6 嘉義朴子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169號

7 嘉義民雄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路87號

8 嘉義水上 嘉義縣水上鄉中山路2段402號

9 新港奉天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85-5號

10 嘉義中埔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中華路792~794號一樓

11 嘉義大林 嘉義縣大林鎮中山路237號1樓

12 民雄建國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164號1樓

13 嘉義太保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北港路三段102號

14 嘉義竹崎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田寮64號

15 嘉義站前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78-1號1樓

16 嘉義新生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21號

1 斗六民生南路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26號

2 雲林麥寮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路23號

3 雲林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129號

4 西螺中山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9-1號

5 斗南延平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536號

6 土庫建國 雲林縣土庫鎮仁和街2-2號

7 雲林虎尾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30號

8 斗六莊敬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里莊敬路27號1樓

9 斗六西平 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西平路187號
10 斗六石榴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85號1樓
11 四湖中正 雲林縣四湖鄉四湖村中正路385號
12 雲林莿桐 雲林縣莿桐鄉西安路33號
13 雲林崙背 雲林縣崙背鄉正義路281之1號1樓
14 虎尾揚子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33號及435號1樓 

1 台南中華東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29號

2 台南東門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293號

3 台南健康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2段222號

4 台南北門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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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南小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4段277號

6 台南成功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515號

7 台南安南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36號

8 永康南科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58號

9 永康崑山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02號

10 永康中華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里中華路826號

11 仁德中正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2段1152號

12 台南新市 台南市新市區復興路5號

13 南科聯研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18號

14 台南歸仁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79號

15 麻豆中華 台南市麻豆區中華街16號

16 台南佳里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12號

17 善化中山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17號

18 台南新化 台南市新化區忠孝路10號

19 新營民權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71號

20 台南關廟 台南市關廟區中正路969號

21 台南柳營 台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1段1號

22 台南新市 台南市新市區復興路5號

23 永康永明 台南市永康區永明街88號

24 台南安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二段282號1樓

25 台南北安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2段660號

26 台南仁德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479號

27 台南華平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07號1樓

28 台南東寧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463.465號1樓

29 台南鹽水 台南市鹽水區忠孝路110號

30 群創LCM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八路12號

31 安南和順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230號

32 台南白河 台南市白河區中山路1-25號

33 台南永成 台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2號

34 台南學甲 台南市學甲區建國路29號1樓

1 高雄右昌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03號

2 高雄七賢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35號

3 鳳山中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06號

4 鳳山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93號

5 鳳山文濱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43號

6 高雄林園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01號1F

7 高雄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43號

8 仁武仁雄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7之2號

9 路竹忠孝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935號

10 高雄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22-6號

高雄市



11 高雄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7號

12 高雄富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38號

13 楠梓建楠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16號1樓

14 鳳山軍校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200號

15 高雄覺民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10號1樓

16 高雄燕巢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06號
17 橋頭成功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北路71號
18 岡山仁壽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332號

19 高雄中正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88號

1 屏東仁愛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88號

2 屏東中正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393號

3 屏東麟洛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57號

4 屏東和平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123號

5 屏東萬丹 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萬丹路一段293號

6 屏東內埔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317號

7 屏東恆春 屏東縣恆春鎮西門路107-2號

8 屏東枋寮 屏東縣枋寮鄉中興路22號

9 屏東潮州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68號

10 東港中正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306號

11 屏東小琉球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63號

1 台東中華 台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401號

2 台東更生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735號

1 金門民族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52號

2 金門山外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武德新莊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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