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號 門市 地址 電話

131984 三樂 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21號1樓 (02)28832921

992945 社中 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20號322號1樓 (02)28119270

111278 前港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98之1號2號1樓 (02)28818943

992381 福通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400號402號1樓 (02)28881028

190592 德天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52號1樓 (02)28344941

197766 金鑽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66號 (02)25116854

960096 長津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12號 (02)25812531

120526 圓泉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25號27號1樓 (02)25997457

149583 鑫台北 台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忠孝西路一段35號一樓 (02)23312768

158864 千成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4號之3 (02)23577481

237666 忠聯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00號1樓 (02)23215793

959122 豐安 台北市大安區東豐街9號 (02)27542996

972321 鑫杭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3號 (02)23579224

996741 元大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10號1樓 (02)25148676

238957 伊東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30號1樓 (02)25092665

237530 朱崙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56號58號1樓 (02)27523425

207610 復惠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5號1樓 (02)25474303

142814 龍京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04號1樓 (02)25079295

197685 薇美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11號1樓 (02)85026219

148133 鑫安江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78號178-1號1樓 (02)27774809

214054 中樂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47號 (02)23122424

166359 興信鑫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59號1樓 (02)23821642

210764 鑫華福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36號1樓 (02)23826193

202497 鑫衡陽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6號1樓 (02)23316456

186401 大眾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21巷41號1樓 (02)26586048

201841 日內瓦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59號1樓 (02)87912964

999083 匯陽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83號 (02)87977391

183996 瑞景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30號1樓 (02)87513436

166474 樂陽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49號1樓 (02)26597352

993649 和信醫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1樓 (02)28936831

195438 華碩二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15號3樓 (02)28973924

201302 台場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2號 (02)25794824

237242 京復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44號 (02)27425644

207850 松機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之10號1樓 (02)25461649

915270 復旦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5號1樓 (02)25777873

114554 敦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49號1樓 (02)25472052

214799 新復勢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00號202號1樓 (02)25785350

870504 道生 台北市信義區新仁里東興路57號 (02)87682914

192576 鑫忠孝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13號1樓 (02)27754406

237699 一零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35樓 (02)27222342

975962 仁安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7巷1號 (02)87732749

993041 松高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1號1樓 (02)27670810

121079 新三連 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42巷25號1樓 (02)87891461

996154 鳳翔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68號 (02)87710411

239949 全球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329號1樓 (02)87927149



200066 參龍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95號1樓 (02)27935418

166843 港高鐵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13號B2 (02)26517743

238669 經貿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號1樓 (02)27820489
146540 長業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23號 (03)4535480

973036 新友達 桃園市龍潭區三和里新和路1號B棟7樓 (03)4072501

214928 勇伯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380號 (03)2182953

197386 麗寶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301號1樓 (02)26002592

159432 中央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B1樓 (02)85217131

844907 龍翠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38之1號138之2號 (02)22538130

182605 湯城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16之7 號1樓 (02)29995017

922348 新台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14號 (02)22997131

893873 文興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南路7號 (02)89727842

865269 議會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0號 (02)22542852

249544 頂崁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82號1樓 (02)85112088

190651 富新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南路118-5號 (02)22047494

215080 湯旺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2之3號1樓 (02)22789758

237138 復貴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46號1樓 (02)85124863

216289 富安 新北市新莊區萬安街18-1號12-1號 (02)22022357

952246 潭豐 台中市潭子區崇德路四段250之1號 (04)25355870

149181 海天 新竹市香山區海埔路136號 (03)5364888

181037 通高 苗栗縣通霄鎮內湖里12鄰烏眉路308號 (037)760192

929187 泰鑫 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31號一樓 (03)6567717

121286 科邦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一路8號5樓 (04)25607547

210487 日和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150號.高鐵二路51號 (03)6670971

228466 新中榮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04)23503516

249359 新台元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26-5號 (03)5526713

213604 新馬偕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1樓 (03)5718278

194653 中高鐵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2樓 (04)36007820

129039 速鐵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07)9605706

214940 高鐵南站 台南市歸仁區沙崙里歸仁大道100號 (06)6005665
151852 東科大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6號 (02)26969945

199821 寶科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5號1樓 (02)89118174

990204 聯合報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1樓 (02)26484793

173841 寶強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88號1樓 (02)89145258

162313 深坑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5號 (02)26624509

985682 泰隆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02號 (02)32345468

127930 天城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40巷1弄4號 (02)29484876

972594 長星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85號 (02)27395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