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地區

新華成 基隆市仁愛區成功一路115號117號

孝三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89號91號1樓

新廟口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28號1樓

聖心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38號40號

德復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97號

新大慶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168巷7弄13號15號1樓

安一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172及174號

新壯觀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64號1樓

麥金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80號80-1號

祥濱 基隆市中正區建國里祥豐街339號

海洋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09號1樓

財高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81號383號

新財發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3巷11弄1號3號1樓

和豐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205巷7號

龍騰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22號24號

正光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9號11號

巧龍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61號

七堵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174號

新暖東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77號1樓

源遠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96號

碇內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58號160號

暖鑫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554號

深美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街196號

滿福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166之30號1樓

新福樂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43號45號1樓

坤海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69號

德信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50號52號

新五福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80號82號1樓

大台北地區

德東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62號1樓

德芝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86巷37號

葫蘆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134號134-2號1樓

友成 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211號1樓

豫鋒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22號

文大 台北市士林區格致路57號

新劍潭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246號

社中 台北市士林區社中街320號322號1樓

福氣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122號124號1樓

新士林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23號125號1樓

士鑽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02號B1

靜中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71號

雙連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76號

延龍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四段16號18號1樓

通化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26之8號

和安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30號



瑞安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82號

掬華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407號

統全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49號

曾德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1-2號

京都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11號

萬東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86巷59弄1號

萬忠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28巷58號

寶昌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86號

宏旭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46號

鑫寶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41號1樓

萬華 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216號萬大路57號1樓

園舺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40巷52號

南機場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366號

桂林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60號

華江 台北市萬華區華江里20鄰環河南路2段200號

華雙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52號

瓏山林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25巷2號

明湖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5號

克里斯 台北市內湖區五分街33號35號1樓

鑫輝煌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9巷49弄2號1樓

港鑫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737巷35號

西武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3號5號1樓

碧綠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三段59巷1號61號63號

新潭美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425號427號

木新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2段255號

文忠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二段10號1樓

文儀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54號56號

興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08號

新安康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88號90號1樓

興芳 台北市文山區興光里興隆路3段173-175號

政大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99號101號

新秀 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二段8號10號

康喜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42號

中陽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三段55號57號1樓

薇閣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108號

金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14號316號1樓

福致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二段49號51號1樓

鐏賢 台北市北投區尊賢街247號

光中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22號

公館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31號

振華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80號82號

一德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513號

秀山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76號478號

統勝 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82號

西安 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44號46號1樓

奇岩 台北市北投區崇仁路一段76號



新豪美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98號100號

延壽 台北市松山區延壽街422號

惠安 台北市信義區惠安里吳興街520號

松錢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92號194號1樓

研究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4號

耀港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99號1樓之14

福強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47之1號149號1樓

新明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140號

連豐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12號

北宜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82號之2

安成 新北市新店區安成街35號29號

全新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47號1樓

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289號291號

及人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72號

安城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283號

新贊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14號1樓

康曜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41號

雙建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64號64之1號1樓

寶中 新北市新店區寶慶街66號

青潭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41-1號

新錦秀 新北市新店區錦秀路13號15號1樓

德玉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195號

統客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7號

南強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3段168號1F

建國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36號

福德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79號1樓

新寶橋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92號

安民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路133巷9號11號

孟揚 新北市永和區秀和里林森路62號

新和高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502號1樓

中安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62號66號

圓通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80號282號

宏禧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29號1樓

和錦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402號404號

松旺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08號

興榮 新北市中和區福南里21鄰興南路二段90號1樓

景安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10號

冠德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1-5號

富興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里復興路277-1號279號

頂新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2段49號51號

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1段55號

景新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36號

民自 新北市中和區冠穗里民享街38號38之1號

莒城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91號93號1樓

莒光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138號1樓

樂鑫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146號



聖武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48號50號1樓

全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69巷9號11號

新連正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47巷2號

御成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35號

豐康 新北市三峽區成福路241號

橫溪 新北市三峽區溪北街109號

峽光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62號1樓

金銘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27號

冠綸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59號61號1樓

萬誠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25號

綠雅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22號

綠洲 新北市三峽區鳶山里12鄰中山路186號1樓

岩昇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300號

芳榮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二段536號538號

峽太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90號92號

嘉添 新北市三峽區嘉添路109-2號

龍恩 新北市三峽區國學街13號

濬家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街2號

皇裕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14巷16號1樓

聖運 新北市土城區柑林里明德路二段159號

延福 新北市土城區延平街36號

上北可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232號

延城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203號1樓

信利 新北市土城區興城路96巷4號

青雲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499號501號

清和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00號

新永寧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191之1號及永寧路1號3號

金源 新北市土城區水源街59號

福祥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320號322號

隆城 新北市土城區學士路17號

頂埔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274號276號1樓

忠華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185號187號1樓

文青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43號245號

虹海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09號111號1樓

德城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139號141號

承天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1號

三芝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1段61號63號1樓

金芝 新北市三芝區中興街一段2號

明園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62巷1號1樓

新汐農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13號115號

潤安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32號

新樟樹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55號

新旭勝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60巷2號

東晴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2段80號

樟福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68號之3號4號

勝福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98號100號(夾層)樓



旭泰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7巷1號3號

實萬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248號1樓

社后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里中興路190號

鄉長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二段16號

福百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61號

新盛昌 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13巷1號

汐峰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2號34號1樓

明峰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79之1號

旭昇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32號

建陽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452號1樓

橋東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1號33號1樓

汐忠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82號

福仁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43號

汐福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43號

富鄰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8號

白雲 新北市汐止區民權街二段79號之1

艾科卡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196號

康湖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90號

湖前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99號101號

進益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14號

茄苳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57號359號1樓

汐旺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里6鄰中興路105號

正華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74號276號

國府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4號186號1樓

新觀和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55號57號1樓

新僑中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24巷3弄3號

佑容 新北市板橋區五權里五權街49號51號

耀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巷22-2-15-39-46號

興板 新北市板橋區德興街22號24號

民族 新北市板橋區福祿里民族路310號

香雅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297號299號

中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32之5號1樓

雅盛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81號183號1樓

秋雅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44巷14號1樓

杰朋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385巷10弄11號

板權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198-200號

瑞新 新北市板橋區瑞安街75號

府中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82號84號1樓

建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04號

大庭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里6鄰國光路65號1樓

建宗 新北市板橋區溪福里篤行路3段玉平巷76弄8號及10號

溪崑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3段212巷70號72號1樓

金園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175號

金林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03號305號

成合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40號

溪州 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街108.110號1樓



糧驛 新北市板橋區德翠里龍泉街93號

心心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05號107號

館慶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26號1樓

板慶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7號1樓2樓

正泰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02-20及21號1樓

智樂 新北市板橋區新生街89巷2號

國慶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51號

慶中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59號161號

板信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42號144號146號1樓

正隆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53號

海山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10號

埔西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19之5號1樓

新翠華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31巷14號16號

懷德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55號57號

維陽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131號

雙泰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30號

港義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27號

新泰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67號

莊泰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1號

輔大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6-1號

中泰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一街10號10-1號

新年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54號

建中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6號8號

新統義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92號1樓

美新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二段141號143號

富旺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72號

新港原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201號203號1樓

富營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20號1樓

宏懋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70號72號1樓

榮和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91巷1號3號5號

興洲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472號1樓

宏全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61號

榮富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43號47號

頭前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429-4號

新茂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18號120號

藝高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57號

榮信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里中榮街25鄰90號92號1樓

雙鳳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114號1樓

一級棒 新北市新莊區中山路3段488號490號

采旺 新北市新莊區天祥街74號

林宏 新北市新莊區成功街1號

龍安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56號

傑元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929巷11號13號

弘安 新北市新莊區萬安街82號84號

福港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90號

新龍俊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351號353號1樓



莊龍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66號

廣進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173號

後港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76巷14弄1號1樓

維妮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17號19號

新安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東路185號187號部份1樓

時安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95號97號1樓

后福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29號

新遠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51號之8號

新展盛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325號327號1樓

龍盛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204巷1號1樓206號1樓

西盛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13號之1

新龍 新北市新莊區光明里民安西路232號

光華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390號

重安 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60號及60-1號

正孝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51號153號

天龍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217號219號221號

重新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45號

正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67號69號

天台 新北市三重區仁德里正義南路13號15號1樓

合康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99及201-2號

分子尾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479號479之1號

百利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208號

明益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61號

匯和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390巷2號

天勝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87號

百義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232號

長泰 新北市三重區介壽路1號

五華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48號

三安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35號

環德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38號1樓

平安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51號

興光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路220號

長壽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59號

美慈 新北市三重區慈愛街52號

頂華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189號

龍濱 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100巷32號

長揚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6號之2

愛家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42巷11號

仁仁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50號

車路頭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135號

高仁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74號

慈佑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89號191號

正龍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32號

正陽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86號388號

集美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07號

大智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63號



集興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里24鄰集美街202號

中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248-1號248-2號

立行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2段160號

下竹圍 新北市三重區下竹圍街26號

立福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60之1號60之2號1樓

健華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63號

竑嘉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2號之1

幸福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1段272號

日揚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之2號之3號之4號1樓

文興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南路7號

銀座 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4號

長元 新北市三重區長元街2-2號

福運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北路57號59號1樓

美吉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40號

重運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11-1及111-2號1樓

新洛華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113號115號

虹諭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93巷21弄43號

正大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35號

三好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四段102號104號1樓

新陽 新北市三重區三陽路62號64號

重智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195號

幸亞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9號

三禾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139號139之2號1樓

鑫強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三段30號32號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3段18號

泰和 新北市三重區長安街71號1樓

長樂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9號

蘆荻 新北市蘆洲區永康街1巷35號1樓

蘆華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40號1樓

蘆樂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55號1樓

飛龍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南路二段356號環堤大道2號6號

前進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85巷50號52號1樓

永樂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35號37號1樓

蘆永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南路二段18號

新義民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22號124號

蘆權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36號138號1樓

蘆揚 新北市蘆洲區民生街30號

和華 新北市蘆洲區正和街28號

池田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65號

徐匯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6號1樓

新吉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04號1樓

長九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街92號94號1樓

華安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07號

文豪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21號

蘆安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64號1樓

民仁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街58號60號



智華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72號

泰星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里長安街276號

憲金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22巷1號

健倫 新北市蘆洲區保新里4鄰三民路230號

珈英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92號

蘆三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6號8號

領袖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24巷60號62號

統祥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8號1樓

美雅仕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62號1樓

興都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378號1樓之一之二之三

安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4號26號

新林口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90號92號1樓

佳林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197號

香賓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382號1樓

仁森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1段64號

卿斳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48號

登福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6之3號

龍五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136號

利客來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3段419號

新圓山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91號

福臨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50號

大五股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2段81號

水碓 新北市五股區水碓路14號

滿泰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28號

泰山 新北市泰山區楓江路22號24號

泰陽 新北市泰山區中山路2段836號838號1樓

仁泰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1號

奕真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185號1樓(部份)

明泰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366號368號1樓

義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2段74號76號

羚陽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302號304號

明貴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44號46號1樓

明志 新北市泰山區工專路68號70號1樓

十八甲 新北市泰山區福興一街87號

益彰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409號411號

喜城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562號

八里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343號1樓

西雅圖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2段276號

神州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113號

新淡專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80巷18號20號1樓

新真理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02號104號

竹圍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09號111號

金沙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33號

協元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88號

偕成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54號

立征 新北市淡水區大義街16號1樓



學府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39號41號1樓

滬站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立竹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56號

淡江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207號

巧立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4巷57號59號1樓

北淡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34號36號38號40號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3號

金星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65號

聖約翰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532號

鑫鑫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2段76號

淡欣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2段104號

水鑫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83號

金旦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三段254號256號

佳辰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三段488號

樹園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一段52號1樓

樹英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里中華路120號

御昇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二段34號1樓

千歲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26-10號

樹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1段3號

龍興 新北市樹林區三興里龍興街33號

佳宏 新北市樹林區太平路150巷1號

榮德 新北市樹林區東榮街8-10號

山佳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3段87號

太順 新北市樹林區太順街49巷2號

樹復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340號

凱園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55號1樓

合喬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68號

三暉 新北市樹林區樹福里復興路1號

昌展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67號1樓

復育 新北市樹林區樹西里13鄰育英街146號1樓

昌聖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1號23號1樓

統友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86號

武林 新北市樹林區光華街2號4號

樹新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245號

樹保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357號

樹安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502號

福多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39號41號

尖山 新北市鶯歌區國際二路6巷1號

金鶯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131-133號

長虹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432號1樓

萬全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660號

歌園 新北市鶯歌區國華路31號

鶯桃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二段7號

鳳福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2段48號50號1樓

鶯育 新北市鶯歌區南雅路34號36號1樓

元町 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128號130號1樓



鶯歌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39號

二橋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93號

博鑫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283-1號283-2號1樓

歌亭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里尖山路150號

金中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305號307號

瑞信 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23號

新建興 新北市瑞芳區大埔路138號

三爪坑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15號17號

瑞芳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52號54號

埔昇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63號

真誠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63號

平埔 新北市深坑區文化街82號

深坑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5號

鑫庫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一段118號120號

桃園地區

金凱旋 桃園縣桃園市壽昌街20巷45號47號

桃華 桃園縣桃園市南華街113號

泰昌 桃園縣桃園市泰昌三街51-6號

禾豐 桃園縣桃園市秀山路95號1樓

宏亞 桃園縣桃園市中平路102號

平昌 桃園縣桃園市中平路161號1樓

新武陵 桃園縣桃園市上海路54號56號

領華 桃園縣桃園市中華路16號1樓

大權 桃園縣桃園市大同路57號59號

紅蕃茄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83號85號

華信 桃園縣桃園市成功路1段47號

興武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239之1號1樓;241號1樓

桃龍 桃園縣桃園市龍安街79號81號

新德鴻 桃園縣桃園市永福西街111號113號

冠桃園 桃園縣桃園市中泰里國際路一段1179號

國安 桃園縣桃園市經國路405號

國揚 桃園縣桃園市經國路242號

尊品 桃園縣桃園市建國路41-1號1樓

宏太 桃園縣桃園市桃鶯路384-9號384-10號1樓

鶯明 桃園縣桃園市桃鶯路251號

城邦 桃園縣桃園市樹仁三街81號83號85號1樓

慈德 桃園縣桃園市慈德街53號55號57號

富有 桃園縣桃園市富國路656號

祥佑 桃園縣桃園市寶慶路176號

金富多 桃園縣桃園市寶慶路428號

桃朋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1號1樓

大佶 桃園縣桃園市三民路3段490號

長陽 桃園縣桃園市長沙街90號1樓

驊豐 桃園縣桃園市建國路101號1樓

新達豐 桃園縣桃園市延平路202號;大豐路194號

蘇波 桃園縣桃園市民生路391號



新桃行 桃園縣桃園市力行路7號

正康 桃園縣桃園市民光路49號

冠吾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455號

龍行 桃園縣桃園市長安里力行路156號

新光信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612號

新雙安 桃園縣桃園市安樂街48號50號1樓;安東街56號1樓

成皇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80號

全鎮 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238號240號1樓

立國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東路51號1樓

崴盛 桃園縣桃園市慈文路51號;正康三街284號

桃中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224號

雙慶 桃園縣桃園市安慶街84號86號

國祥 桃園縣桃園市自強里經國路685號

新莊園 桃園縣桃園市莊敬路2段47號

龍袖 桃園縣桃園市龍安街143號1樓

國豐 桃園縣桃園市國豐六街25號

益壽 桃園縣桃園市延壽街169號171號

瑞家 桃園縣桃園市三民路三段84號86號1樓

富邑 桃園縣桃園市龍祥里龍泉五街82號龍祥街98號

蜜鄰 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96號98號

有寶 桃園縣桃園市寶山街209號1樓

桃農 桃園縣桃園市萬壽路3段41號43號45號1樓

大椿 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1193號1樓

假日 桃園縣桃園市大有路560號1樓

昇宏 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二段111號之2

三元 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1段54號56號1樓

大有 桃園縣桃園市大有路561號

民大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路221號1樓

臻愛 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一段152號

廣智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392-1號

登冠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二路52巷53號一樓

光峰 桃園縣龜山鄉楓樹村光峰路296號298號一樓

華亞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二路43號

壽興 桃園縣龜山鄉中興路一段73號1樓2樓3樓

同銘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路212號1樓

新龜山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2段1170號

龜山銘傳 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152號154號1樓

千禧 桃園縣龜山鄉光峰路千禧新城15號1樓

興龍 桃園縣龜山鄉新路村中興路366-6號1樓2樓

汶興 桃園縣龜山鄉頂興路31-1號1樓

福鶯 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156之4號1樓

山興 桃園縣龜山鄉山頂村明興街223號

貴林 桃園縣龜山鄉樂善村15鄰文明路43號

廣華 桃園縣龜山鄉興華三街386號1樓

新九揚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264號1樓

樂高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七路85號1樓



頂湖 桃園縣龜山鄉新興街240號242號244號1樓

山民 桃園縣龜山鄉三民路100號

大傳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路357號357-1號1樓及壽山段926地號

美壽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107號107之1號

東萬壽 桃園縣龜山鄉東萬壽路768-18號

華龍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1段292號1樓龍華街2巷6號B1

嶺頂 桃園縣龜山鄉嶺頂村2鄰西嶺頂26號

宏義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1段378號380號1樓

鑫騰龍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1段110號112號114號1樓2樓

茶專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2段353號1樓

華勛 桃園縣中壢市華勛街191號193號

慶福 桃園縣中壢市同慶路277號1樓

華薪 桃園縣中壢市新中北路二段179號181號

奇采 桃園縣中壢市晉元路289巷76號

仁勛 桃園縣中壢市華勛里華勛街112號114號

榮安 桃園縣中壢市榮安十三街297號1樓及榮安十四街2號1樓

華愛 桃園縣中壢市華美一路132號136號1樓

福神 桃園縣中壢市福德路79號81號

正神 桃園縣中壢市成章一街10號12號1樓2樓

成章 桃園縣中壢市成章二街192號

長業 桃園縣中壢市長春路23號

工業 桃園縣中壢市吉林路131號1樓

中孝 桃園縣中壢市忠孝路248號1樓

復華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1段670號672號1樓

復強 桃園縣中壢市自強六路53號復華街212號1樓

大中原 桃園縣中壢市新中北路151號151-1號一樓

原大 桃園縣中壢市實踐路46號

弘揚 桃園縣中壢市弘揚路47號1樓

新壢 桃園縣中壢市日新路66號68號

光壢 桃園縣中壢市莒光路35號1樓

龍學 桃園縣中壢市龍昌路178號1樓A1

龍岡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508號510號1樓

龍東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138號140號1樓

亞文 桃園縣中壢市龍川街108號110號1樓2樓及112號1樓

興東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206號

科學城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二段206號

慶和 桃園縣中壢市後寮一路140號142號1樓

統讚 桃園縣中壢市龍江路62號1樓

柏德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158號1樓

統上 桃園縣中壢市新中北路465號1樓

政群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二段138號

豐利 桃園縣中壢市南園二路63號

新福街 桃園縣中壢市福州二街392號1樓

新壢智 桃園縣中壢市興仁路二段57號1樓

富莊 桃園縣中壢市莊敬路141號

立莊 桃園縣中壢市莊敬路805號



鑫旺 桃園縣中壢市興安二街1號

惠祥 桃園縣中壢市榮安一街293號

環宇 桃園縣中壢市自強15鄰環中東路8號

健行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230號1樓

站行 桃園縣中壢市新興路162號

笙園 桃園縣中壢市新生路658號660號1樓

高屋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2段150號152號

大崙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四段149號151號

萬興 桃園縣中壢市月眉路二段357號1樓部份

過嶺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五段451號453號1樓

學屋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三段402號406號

吉豐 桃園縣中壢市長沙路8號10號1樓

壢福 桃園縣中壢市信義里廣州路202號

壢和 桃園縣中壢市中和路114號

元化 桃園縣中壢市元化路1-1號

中天 桃園縣中壢市中和路249號

中壢中正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89號1樓

來來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東路62號

新壢揚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路138號

夜市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二段125號

美壢 桃園縣中壢市中美路二段72號

興美 桃園縣中壢市興國路85號87號一樓

福記 桃園縣中壢市林森路164號166號168號

成龍 桃園縣中壢市振興里20鄰龍岡路三段192號194號

壢都 桃園縣中壢市長沙路131號成都路72號

福瑞 桃園縣中壢市信義里福州路201號

豐德 桃園縣八德市永豐路591之1號593號1樓

高城 桃園縣八德市高城八街58巷5號1樓

德隆 桃園縣八德市茄冬里永豐路460-462號

德力 桃園縣八德市大福里介壽路一段134號136號

勇伯 桃園縣八德市東勇北路380號

德僑 桃園縣八德市豐德路31號1樓

八德建國 桃園縣八德市建國路165號

松柏林 桃園縣八德市松柏林135號1樓

尚群 桃園縣八德市中山路166號

捷安 桃園縣八德市興豐路689號1樓

八勇 桃園縣八德市忠勇街197號

麻園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二段360號362號

廣福 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16號

冠成 桃園縣八德市重慶街172號

福僑 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162號164號1樓2樓及地下室

國僑 桃園縣八德市建國路1075號

明福 桃園縣八德市大明街105號107號

義展 桃園縣八德市義勇街151號151-1號1樓

德勇 桃園縣八德市大勇里忠勇街365號

茗安 桃園縣八德市陸光街45號



福國 桃園縣八德市福國北街82號

東勇 桃園縣八德市東勇街83號

桃德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一段794號

八福 桃園縣八德市福國街76-1號

德興 桃園縣平鎮市振興路12號

金磚 桃園縣平鎮市新富里新富二街18號20號

富寶 桃園縣平鎮市新英里新富五街41號1樓

皓倫 桃園縣平鎮市振興西路72號

廣城 桃園縣平鎮市廣達里廣平街58號

成達 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136號

明揚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二段76號

學央 桃園縣平鎮市中央路187號

雙榮 桃園縣平鎮市雙連里民族路雙連三段8號1樓

祥鋐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三段74號76號

宏宇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二段104號

正湧 桃園縣平鎮市正義路82號1樓

開立 桃園縣平鎮市廣仁里新光路19號21號

韻翔 桃園縣平鎮市文化街71號1樓

平東 桃園縣平鎮市平東路225號227號229號1樓

龍侑 桃園縣平鎮市龍德路8號1樓;龍福路1號1樓

鎮宮 桃園縣平鎮市中山路233號235號237號1樓

龍南 桃園縣平鎮市龍南路348號

比利 桃園縣平鎮市上海路161號

海利 桃園縣平鎮市上海路115號

翁京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南勢二段118號

技嘉 桃園縣平鎮市南平路180之1號

德享 桃園縣平鎮市南勢里14鄰中豐路南勢二段377號379號381號

鎮光 桃園縣平鎮市湧光里中豐路山頂段206號208號之1樓

寶麗 桃園縣平鎮市湧安里自由街57號59號

鎮豐 桃園縣平鎮市南豐路99號

鎮業 桃園縣平鎮市南豐路238號240號1樓

新楊埔 桃園縣楊梅市中興路47號1樓新興街66號1樓

凱成 桃園縣楊梅市文化街220號222號222-1號

富先 桃園縣楊梅市萬大路111號113號

梅獅 桃園縣楊梅市瑞塘里梅獅路二段231號

楊功 桃園縣楊梅市瑞溪路二段162號1樓

蓮花 桃園縣楊梅市青山一街2號

苙佑 桃園縣楊梅市梅高路133號

楊興 桃園縣楊梅市楊新路3段331號333號

欣高 桃園縣楊梅市楊梅里文德路1號1樓梅高路52-9號

秀才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路313號315號1樓

駿躍 桃園縣楊梅市環南路132號1樓

楊陳 桃園縣楊梅市中山里環東路497號499號

寶楊 桃園縣楊梅市中山北路二段113號

楊梅 桃園縣楊梅市楊新路73號

大成 桃園縣楊梅市梅山西街10號



瑞揚 桃園縣楊梅市新成路97號

吉慶 桃園縣楊梅市富岡村中正路100號

新屋中華 桃園縣新屋鄉中華路357號1樓

新屋 桃園縣新屋鄉新生村12鄰中山路367號369號371號

日日興 桃園縣新屋鄉東明村中山西路1段567號569號

新屋山 桃園縣新屋鄉新屋村中山路288號

永安港 桃園縣新屋鄉中山西路三段1148號

埔頂 桃園縣大溪鎮仁愛里埔頂路1段468號

嘉福 桃園縣大溪鎮員林路2段359之1號

仁善 桃園縣大溪鎮埔頂路二段183號

士香 桃園縣大溪鎮員林路一段228號

瑞員 桃園縣大溪鎮員林路3段157號1樓

文漢 桃園縣大溪鎮文化路188號

翁武 桃園縣大溪鎮民權東路149號

新康莊 桃園縣大溪鎮復興路31號1樓

大溪 桃園縣大溪鎮中央路152號

芯德 桃園縣大溪鎮復興路182號

雙橡園 桃園縣大溪鎮僑愛里介壽路210號

百年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烏樹林段317號

龍運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105號1樓及107巷1號1樓

易仕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695巷2-1號

龍欣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257號259號

新龍鄉 桃園縣龍潭鄉民族路170號172號1F

龍功 桃園縣龍潭鄉黃唐村成功路198號

龍美 桃園縣龍潭鄉民豐路3號4號5號1樓

龍潭佳園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路三坑段776號1樓

聖興 桃園縣龍潭鄉聖亭路186號1樓

鑽石 桃園縣龍潭鄉八德村梅龍路23鄰139號141號1樓

龍潭 桃園縣龍潭鄉東龍路251號253號

同華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村龍華路396號

龍德 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460號462號

正同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村15鄰中正路472號474號

禾臣 桃園縣龍潭鄉高平村高楊北路1號

航竹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路408號

航宏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村蘆竹街256號一樓

開南 桃園縣蘆竹鄉新興街136號1樓

蘆航 桃園縣蘆竹鄉南興村南昌路18號1樓

嘉美 桃園縣蘆竹鄉大新路480號

竹盈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村大新路133號1-3樓

蘆竹 桃園縣蘆竹鄉山腳村南山路3段308號

南崁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156號

航明 桃園縣蘆竹鄉南山路二段509號

盧奉 桃園縣蘆竹鄉奉化路25號27號1

福祿 桃園縣蘆竹鄉五福六路45號1樓

樂購 桃園縣蘆竹鄉五福一路41號1樓

航空 桃園縣蘆竹鄉中正路304號



海湖 桃園縣蘆竹鄉濱海路一段40號42號

航榮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473號

東懋 桃園縣大園鄉溪海村崙頂里25-21號25-23號

觀群 桃園縣大園鄉大工路106號

新田園 桃園縣大園鄉新興路62號

大和園 桃園縣大園鄉中山南路272號及272-1號1樓

航園 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東路102號

鐵鎮 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東路2段428號

內海 桃園縣大園鄉內海村下厝9之9號1樓

江園 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東路3段620號

觀園 桃園縣大園鄉大觀路604號606號

果林 桃園縣大園鄉果林村3鄰拔子林23之45號1

濱海 桃園縣大園鄉竹圍村五鄰竹圍街45-3號

埔東 桃園縣大園鄉埔心村中正東路一段165號1樓

福音 桃園縣觀音鄉草漯村五福三街83號

觀濤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民權路1號

觀成 桃園縣觀音鄉成功路1段557號559號1樓

欣富晟 桃園縣觀音鄉草漯村大觀路2段312-1號

觀昌 桃園縣觀音鄉中山路21號

新坡 桃園縣觀音鄉中山路二段663號

富中 桃園縣觀音鄉中山路二段925號

觀喜 桃園縣觀音鄉中山路一段1159號之1號

富源 桃園縣觀音鄉富源村57之1號2號

新竹地區

高清 新竹市東區建功里建功路6號1樓

孟竹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16鄰建新路26號1樓

翊銘 新竹市東區新莊街182號186號

金功 新竹市東區建功二路2號及6號1樓

軍功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建功一路56號58號1樓

關東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87號189號

金山街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30號1樓

老爺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72號272之1號272之2號

宏欣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152號156號1樓

新竹春福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1050巷8號B2

新揚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149號151號153號1樓

自興 新竹市東區自由路69號

千久 新竹市東區民主路154號156號

煙波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967號1樓

明瑚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410號1樓

學英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37號

鑫旭升 新竹市東區東南街98號1樓

晏丞 新竹市東區振興路50號1樓

篤明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84號

新站 新竹市東區榮光里林森路7號中華路二段458號

東環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36號1樓

頂福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628號630號



磐石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695號

竹光 新竹市北區文雅里18鄰竹光路123號

新南寮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3段684號

盛天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三段545號

新雅竹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255號

大潤 新竹市北區湳雅里22鄰湳雅街46號

厚稼 新竹市北區鐵道路二段280號

世達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段159號1樓

恆新 新竹市北區民富里7鄰北大路342號

富盛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二段346號1樓

民富 新竹市北區新民里西大路642號

正國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86之1號一樓

竹陵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174號

新竹延平 新竹市香山區延平路二段82號84號

香山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路447號

祥園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北路50號

華鑫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25號727號729號1樓

華耀 新竹市香山區明德路1號1樓

新豪康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65-1號

百富祥 新竹市香山區香北路181號183號

香華 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四段602號604號

香光 新竹市香山區香北路82號1樓

岦湖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138號1樓

新薪荷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243號245號1樓

府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80號一樓

沐庭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6號1樓

竹崙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153號1樓

新北竹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28號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194號

統賀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67號69號

博明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202號202-1號

強利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七街一段418號

中新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389號1樓

北泰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34號1樓

華盛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華興街68號

鳳岡 新竹縣竹北市長青路一段388號390號

竹北中華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973號975號1樓

東亭 新竹縣竹東鎮和江街2號6號

東豐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里東寧路1段1號

東福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2段245號

東宏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67號

崠豪 新竹縣竹東鎮杞林路92號

省竹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二段188號

東鑽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三段517號519號

光春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253號

朝陽 新竹縣竹東鎮朝陽路72號74號



昌春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26號1樓2樓

寶山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三段173號

中德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中山路42號一樓

金廣福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街135號1樓

埔中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619號621號

新埔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203號

埔田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7號1樓

埔義 新竹縣新埔鎮義民路三段323號

新關中 新竹縣關西鎮中興路17號

馬武督 新竹縣關西鎮中豐新路2-1號1樓

關西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286-1號

大矽谷 新竹縣芎林鄉三民路279號1樓

芎林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529號531號1樓

新新豐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77號179號1樓

新康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7鄰康樂路1段216號1樓

源晟 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628號630號

晨希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2鄰望高樓5之4號1樓

仁智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38號1樓

文樂 新竹縣湖口鄉文化路55號

宏橋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7號7-1號

新湖中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路二段235號

湖安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東路395號1樓

豐鼎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東路8號1樓

羅湖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汶路27-8號

情友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寶新路1號

橫山 新竹縣橫山鄉中豐路二段122號

苗栗地區

苗碩 苗栗縣苗栗市維新里新東街219號

苗公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602之1號

苗豐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167-1號

苗治 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72號

大千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04號

苗勝 苗栗縣苗栗市勝利里中正路1045號

新苗中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20號

栗華 苗栗縣苗栗市中華路78號

福華 苗栗縣苗栗市福星里中華路273號

海福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里街86號

光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265號1樓

竹泰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17號

尖豐 苗栗縣頭份鎮尖山里尖豐路320巷316號1樓

貞永 苗栗縣頭份鎮永貞路二段1號

宏恩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2號

永和山 苗栗縣頭份鎮水源路206號1樓

建鑫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109號

淇丞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2段128號

大坪 苗栗縣造橋鄉十字路16號



銅鑼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中正路173號1樓

銅利 苗栗縣銅鑼鄉中興一街1號

三義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18號

慶竹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路82號民權路47號

龍詮 苗栗縣竹南鎮山佳里龍山路三段305號

竹南和興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和興路191-1號

通霄 苗栗縣通霄鎮中正路19號

白沙屯 苗栗縣通霄鎮白東里白東100號

通宏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中正路83之5號

通館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中山路10號

鑫龍 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53號

龍庄 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成功路207號

龍日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七鄰勝利路60之1號

客庄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客庄90-20號

新和苑 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為公路4鄰16之1號1樓

新苑 苗栗縣苑裡鎮苑北里為公路70號

山腳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七鄰山腳157號

鈺田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里2-2號

菁英 苗栗縣大湖鄉明湖村中正路107號

大大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160號162號1樓

館南 苗栗縣公館鄉通明街68號

新南庄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正路7號9號1樓

豪麥 苗栗縣卓蘭鎮中山路48號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