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地區

坤麟 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大學路二段579號

雲龍 雲林縣斗六市龍潭路14-1號

新東立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286號288號290號

詠順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229號

慶生 雲林縣斗六市漢口路167號1樓

富盟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304號306號

斗六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41號

永昌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269號

鑫斗商 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路207號209號1樓

山好 雲林縣斗六市崙峰里仁義路52號1樓

好家庭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工業路69號

保長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76號1樓

雙囍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87號

晟業 雲林縣斗六市萬年路592號

東仁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391號1樓

新湖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75號

綠松 雲林縣虎尾鎮博愛路47-6號

工專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307號

富來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13鄰新社320-8號

七崁 雲林縣西螺鎮建興路163號1樓2樓

和心 雲林縣西螺鎮河南里埔心路113-3號

星光 雲林縣西螺鎮公正路15號

喜多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01號

欣怡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中山路79號

于滿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581號1樓

凱瑄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大同路135號1樓

廣濟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廣濟路78號78之1號

新古坑 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201號

新林內 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373號375號

虎大 雲林縣虎尾鎮工專路156號

新宗行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240號1樓

夏恩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復興路137號

新莿桐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正路62-2號

大美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大美53號1樓

東霖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西安路33號

元長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7鄰中山路32-2號1F

二崙 雲林縣二崙鄉崙東村中山路一段269號

油車 雲林縣二崙鄉油車村文化路9號1樓

崙背 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3號

崙多 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正義路194號

崙中 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中山路489號

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106號

北英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里華勝路212號

民樂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里28鄰民樂路39號

宗聖 雲林縣北港鎮文仁路398號



元東 雲林縣元長鄉下寮村東興路28號1樓

褒忠 雲林縣褒忠鄉中正路99號1樓

世鑫 雲林縣口湖鄉崙東村中山路96-6號

四湖 雲林縣四湖鄉村中山東路113號

水林 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水林路157號159號

宜梧 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光明路31號1樓

口湖 雲林縣口湖鄉中正路一段222號

大埤 雲林縣大埤鄉中正路66之1號2號1樓

快來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橋頭路234號

富登 雲林縣麥寮鄉施厝村239號

六輕 雲林縣麥寮鄉三盛村七鄰工業路603號一樓

麥鄉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路78-3號

麥寮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山路196號

麥豐 雲林縣麥寮鄉新興路27之5號

土庫 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164號

馬光 雲林縣土庫鎮南平里馬光路67號

新台西 雲林縣台西鄉海南村民族路16-7號1樓

嘉義地區

嘉和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69號171號173號

新嘉家 嘉義市東區宣信里和平路103號1樓

彌陀 嘉義市東區芳安路1號1F

嘉工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240號

嘉國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102號

新嘉商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72號1樓

台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23號

元福 嘉義市東區王田里林森東路288號

新大業 嘉義市東區安寮里24鄰吳鳳南路194號

軍暉 嘉義市東區軍輝路60號

立宣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120號

旭豐 嘉義市東區溪興街107號109號1樓

嘉華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15號417號

垂楊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仁愛路315號

嘉站 嘉義市西區通運里1鄰中山路518號

圓環 嘉義市西區北杏里文化路155之2號1樓

嘉北 嘉義市西區保安里興達路331號

嘉億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友愛路271號

八大 嘉義市西區保福里八德路237號

新車店 嘉義市西區福民里南京路462號1樓

新瑞鴻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民族路456號458號1樓

新嘉勝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一段421號及北興街148號150號152號

新嘉友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中興路241號1樓

保愛 嘉義市西區新厝里捌鄰友愛路711號

嘉榮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自強街34號

新港坪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203號

嘉上 嘉義市西區車店里上海路147號1樓

資砡 嘉義市西區港坪里玉山路422號



新竹崎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田寮段98號

嘉崎 嘉義縣竹崎鄉中山路111號

灣橋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221號

梅鄉 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中山路125號1樓

東石 嘉義縣東石鄉永屯村35附18號

中埔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中山路856號

合豐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169號1樓

年代 嘉義縣中埔鄉中華路863號

溪口 嘉義縣溪口鄉坪頂村中正東路1號1樓

大埔美 嘉義縣大林鎮過溪里過溪1號

大林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仁愛路23號25號27號1樓

新冠林 嘉義縣大林鎮新興街113號

英巧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西安路37號

民雄 嘉義縣民雄鄉民權路42-2號1樓

中正大學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一段421號

民城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四鄰建國路一段134號

民興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6鄰江厝店54-1號

民工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北勢子73-55號1樓

興南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15鄰頭橋557之45

新頭橋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頭角221號

倖福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十四甲17-10號1樓

嘉樂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文化路36號1樓

保祥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三路東段226號

太保 嘉義縣太保市後潭里後潭408-7號408-8號一樓

保新 嘉義縣太保市舊埤里1鄰新埤5-16號

嘉太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190號

朴站 嘉義縣朴子市平和里光復路29號1樓

配天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212號

朴中 嘉義縣朴子市博厚里開元路282號

大木康榔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1鄰大(木康)榔179之4號

朴天 嘉義縣朴子市中正里開元路18鄰161號165號

嘉港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路116號116-1號

新港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72巷1號.中山路74號

水上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380號

中庄 嘉義縣水上鄉中庄村69號

新兆軒 嘉義縣水上鄉民生村忠孝街149號151號

水頭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中正路171號173號

鹿草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20鄰528號530號1樓

台南地區

新同安 台南市安南區理想里海佃路二段432號

安東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308號1樓

安同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里安中路一段799號

安中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711號

本原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4段2號

安新 台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三段399號1樓

本安 台南市安南區淵東里安中路三段360號1樓



本興 台南市安南區公學路4段180號

淵安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3段163號

安昌 台南市安南區塭昌里安昌街101號

城中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六段599號601號

安立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150號

淵中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3段435號437號

怡安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2段27號

加吉吉 台南市安南區新順里培安路151號

安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520號

長和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一街39號

安富 台南市安南區安富街343號

新海佃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239號一樓

國銨 台南市安南區國安街111號113號

新郡安 台南市安南區溪北里安和路一段105號1樓

公平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694號

新大港 台南市北區大和里大港街140號1樓2樓

育德 台南市北區民德路87號

康榮 台南市北區實踐里北門路3段2號

永復 台南市永康區復華里復華一街2號

詠信 台南市永康區復華七街68號

白金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297號

復康 台南市永康區二王里忠孝路408號

大灣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51號

仁灣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11巷1號

新東灣 台南市永康區民族路186號188號1樓

忠勇 台南市永康區成功里小東路4鄰637號1樓

永愛 台南市永康區北灣里文賢街80-1號

東江 台南市永康區尚頂里23鄰南台街43號1樓

康興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96號1樓

鈺勝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307巷75號77號1樓

華康 台南市永康區成功里中華路8-7號1樓

康橋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45號1F

鹽行 台南市永康區鹽洲里鹽洲二街83號

永新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122號

新家專 台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12鄰545號1樓

三村 台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仁愛街68號70號1樓

臻品 台南市永康區三合里中山東路117號119號1樓

大橋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里中華路747號

華東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72號

新康華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38號

埔園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90號

永強 台南市永康區埔園里中正路102號

永一 台南市永康區正強街221號1樓

雋鈺 台南市永康區西灣里永華路157號

鈺廣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里民族路409號一樓

西勢 台南市永康區西勢里富強路一段304號



灣中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62號

雙永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一路60號1樓

鈺華 台南市永康區崑南里37鄰大仁街220號

永玉 台南市永康區龍潭里40鄰永明街262號

感恩 台南市永康區烏竹里自強路825-1號

大潭 台南市歸仁區長榮路一段230-1號

六發 台南市歸仁區六甲里中正南路一段1020號

歸仁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2段60號

豐生 台南市歸仁區看東里中山路一段305號

立青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3段1號

騰揮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110號

大通 台南市歸仁區大仁街53號

伍誼 台南市歸仁區復興路162之1號

立登 台南市歸仁區民生北路106號

仁興 台南市歸仁區南保里大德路307號

鼎賀 台南市歸仁區大廟里大廟一街1號

文五 台南市安平區國平里文平路217號

建平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689號

國平 台南市安平區平通里國平路381號

豐平 台南市安平區平豐路430號1樓

康樂 台南市中西區安海里康樂街223號1樓2樓

和善 台南市中西區藥王里民族路三段6鄰277號1樓

武聖 台南市中西區武聖路47號49號

金都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235號1樓

立興 台南市南區灣裡路265號

鼎利 台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二段210號

鼎富 台南市關廟區南花里中正路881號

香洋 台南市關廟區香洋里中山路一段203號1樓

柳營 台南市柳營區士林里柳營路二段1號3號

後壁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後壁71號

六甲 台南市六甲區六甲里22鄰中正路552號

七甲 台南市六甲區六甲里中正路321之1號

新玉馥 台南市玉井區玉田里中山路97號1樓號中華路255-1號1樓

玉井 台南市玉井區中正路54號

山上 台南市山上區南洲337-3號

東楨 台南市白河區白河里19鄰中山路198號

東耕 台南市白河區河東里9鄰糞箕湖122-35號

白河 台南市白河區永安里17鄰國泰路101號

高長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仁愛街171號

新市 台南市新市區華興街48號1樓

新新善 台南市新市區復興路59號61號63號一樓

新墘 台南市新市區港墘里民族路118號

新科 台南市新市區新市里中興街162號1樓

遠專 台南市新市區永就里中華路53巷9號

大目降 台南市新化區正新路233號

新興運 台南市新化區護國里中山路211號



清新 台南市新化區武安里中正路321號

新化 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557號

遠德 台南市新化區北勢里中正路1211號

隆田 台南市官田區隆田里14鄰文化街130號

二鎮 台南市官田區二區里工社西街25巷81號

長益 台南市仁德區土庫里太子路233號

裕興 台南市東區復興里裕文路76號1樓

東和 台南市東區光明街117號

新東育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53號1樓2樓

長榮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3段139號

財神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2段171-177號

榮譽 台南市東區榮譽街86號86-1號1樓

古都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133號

市醫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85號687號

新東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84號

祥發 台南市東區裕豐街187號1樓

嘉南 台南市仁德區二行里二層行210號

德南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2段224號

仁伯 台南市仁德區後壁里德安路188號

仁義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1052號

仁德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501號

德發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42號

新正賢 台南市仁德區保安里中正路一段209號

中洲 台南市仁德區中洲里中洲276-16號276-17號

高梓 台南市仁德區後璧里中正路二段387號

新國 台南市新營區大宏里民治東路1號1樓2樓

太子宮 台南市新營區太北里太子宮142-34號

新北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228號1樓

新進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33之14號15號

善文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518號

善成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386號

新麻豆 台南市麻豆區榖興里11鄰中山路11號

新黎明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40-10號

麻善 台南市麻豆區晉江里民權路10-1號

麻中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南勢36-205號

後營 台南市西港區營西里1號

慶安 台南市西港區慶安里新興街25-2號

西港 台南市西港區西港里中山路366-1號

佳仁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二號

佳龍 台南市佳里區建南里勝利路216號1樓

新佳忠 台南市佳里區安西里忠孝路212號1樓

新北中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195號

佳里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197號197-1號

新佳興 台南市佳里區東寧里文化路196號1樓

學甲 台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75號

將軍 台南市將軍區長榮里長榮29之2號



新下營 台南市下營區下營里中山路一段46號48號1樓

善營 台南市善化區小新里成功路173之1號

新樹人 台南市善化區光文里中山路181號1樓

高雄地區

仁樂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仁和街36號

登發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南路65號

永仁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永仁街436號

八卦寮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八德南路499號

家恩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46號

澄合 高雄市仁武區仁光路165號1樓

仁雄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忠路176號1樓

三福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正路175號1樓

新立寧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87號289號

中都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248號

鑫富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3號1樓

國城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68號70號

新旺淇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69號1樓

鼎貴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146號1樓

昌富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151號153號

大德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大豐二路348號

大義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3號123-1號

春陽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正忠路246號

新大豐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59號

本元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17號319號

皓東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93號

新本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0號12號

灣勝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03號105號

鼎力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24號

鼎新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86號88號1樓

鼎復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66-3號

安冠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89號

沅興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正興路121號123號

安生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74號

坎城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83號

元隆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元路58號1及2樓

雄站 高雄市三民區港東里建國二路269號271號

大阪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8號

港東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33號

興安邦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察哈爾二街83號1樓

新如東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86號1樓

智由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自由一路105號

達仁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68號

嫩江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01號

吉遠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吉林街271號

雙興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號3號

鑫永年 高雄市三民區安康里九如一路877號



新統興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51號

覺民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13號115號

新有光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123號

光武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覺民路338號

新漢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32號134號1樓

港后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156號

大林蒲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181號

名言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鳳林路2-18號

港口 高雄市小港區港口里平和路77號

桂安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57號

桂陽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55號

田金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里水秀路59號

桂德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里中安路428號

松興 高雄市小港區松山里高鳳路34-5-6號

金宏 高雄市小港區順苓里宏平路501號

宏平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90號392號

順苓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81號

宏華 高雄市小港區松舍里漢民路829號

宏亮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23號725號

宏海 高雄市小港區山東里宏平路686號

樺鑫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739號

重愛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87號

榮耀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民族一路1014號1樓

文慈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重愛路65號

常德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常德路287號

盛田 高雄市楠梓區享平里興楠路326號

清心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20號1樓

建楠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建楠路139號

麗景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旗楠路891號1樓

新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楠梓新路188號188-1號1樓

藍田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79號1樓

德祥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246號

惠民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惠民路88號1樓

德賢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594號596號

雙德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20號

德民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56號158號

新後昌 高雄市楠梓區錦屏里後昌路115號1樓

秀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58之2號1樓

加群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40鄰樂群路153號155號1樓

校和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658號

歐士盟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619號

新宏昌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里右昌街468號1樓

元昌 高雄市楠梓區國昌里德民路900號902號

鑫建昌 高雄市楠梓區建昌里右昌街148號

久昌 高雄市楠梓區久昌里盛昌街26號

藍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187號1189號



新創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號

文自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自路512-1號

博真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里博愛三路16號

南屏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華夏路256號

浚興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華夏路979號

文康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文康路156號1樓

重和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自由四路171號

新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4-5號

進學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91-1號491-2號

廟東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00號402號

翠峰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34號

新隆豐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里隆豐路275號

仕隆 高雄市橋頭區白樹里32鄰白樹路53號

惠心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里高楠公路1764之1號

甲圍 高雄市橋頭區甲北里甲圍路71號

五里林 高雄市橋頭區東林里里林東路20號

肯娣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壽天路37號之3

柳橋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柳橋西路41號

仁東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75號1樓

仁富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路138號

程香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大仁南路133號

新上緯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340號

蓮山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92號

傳生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07號

路園 高雄市路竹區下坑里太平路342-2號

路科 高雄市路竹區社南里大社路42號42之1號46號1樓

路好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62號

辰皓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312號

華中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中華路124號

高苑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821號

元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72號172之1號

阿蓮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15號17號19號

觀音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111號金龍路316號318號

大民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213號

翠屏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44號346號

大社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三民路304號

鈦旺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61號

燕巢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里中民路612號

旗鳳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鳳旗路167號169號

中民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12號714號

安招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東街380號

柯達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2段819號821號1樓

正美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里中正路一段21號23號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義寶里光復路98號

旗盟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延平一路710-1號

泰毅 高雄市旗山區太平里旗南一路121號



圓興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373號1樓

新林眾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8-1號

仁馨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里中崙路287號

正港 高雄市梓官區智蚵里中正路186號

赤東 高雄市梓官區赤東里赤崁南路95號95-1號1F

彌盛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46號

彌進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里進學路33號

岡農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公園東路154號

岡燕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64號266號

觀亭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南屏路78號

月美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清水路46號46號之1

新建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75號

旗皇 高雄市旗津區中華里旗津三路900巷1號3號

旗海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579號

新旗聖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83號85號

后安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后安路146號

慶華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95號

揚揚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鄭和路67號1F

上德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299號299-1號

天后 高雄市前鎮區后平路82號

達家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407號

竹中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42號1樓

瑞正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里瑞北路157號159號

瑞祥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里崗山中街251號

瑞崗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瑞隆路310號312號

康德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8號1樓

鎮陽 高雄市前鎮區鎮陽里前鎮街278號280號

鎮興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70號

鑫愛群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435號437號

賢明 高雄市前鎮區竹內里賢明路3號5號

心日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路213號

德新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新衙路83號85號

天山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406號

崗正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公正路25號

民強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06號708號710號

臨海 高雄市鼓山區峰南里臨海一路21之3號附5

內惟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32號1434號

鼓波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5-1號

昶玖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29號931號

美藝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東二路103號1樓

客宭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312號

鑫漢王 高雄市鹽埕區港都里五福四路265號1樓

神農 高雄市林園區廣應里王公路341號343號

東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54號

金潭 高雄市林園區中厝路125號127號

昭明 高雄市大寮區昭明里鳳林一路84號



源隆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74號76號

開封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688號

山頂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219號

金山角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1鄰鳳林三路1之10號

米奇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寮路903號

美庄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村成功路43號

大發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59號361號

義發 高雄市大寮區義發路7號

永芳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永芳路41-3號

前中 高雄市大寮區自由路1號

正發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鳳林三路405號407號409號

鳳屏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564號

九曲堂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城隍巷15-8號

大樹 高雄市大樹區樣腳里中興東路7號9號11號13號

新鎮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九曲路99號

武漢 高雄市苓雅區武漢街72號

英明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90號1樓

明得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憲政路100號1樓

新道明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11號213號

華堂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文橫二路41號

新田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89號191號

欣福誠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75號77號1樓

森和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里16鄰林森路203號

南華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32號

興仁 高雄市鳳山區興仁里五甲一路204號206號1樓

武慶 高雄市鳳山區五武漢里武慶二路52號54號

天虹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744號

牛潮埔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鳳北路60之17號

瑞順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50-1號1樓

中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8號

黃埔 高雄市鳳山區鎮東里光遠路73號

博瑞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博愛路221號223號

鳳文 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文衡路50號1樓

鳳曹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里曹公路59號

俊瑋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1段193號

青文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343號

文建 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文化西路35號1樓

大洋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42號144號

鳳和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自由路204號206號

新新甲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海洋二路57號59號1樓

鳳東 高雄市鳳山區和德里中山路63號

海新 高雄市鳳山區國隆里新富路590巷13號15號

新保泰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里龍成路242-1號

富凱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85號1樓

鳳南 高雄市鳳山區二甲里鳳南一路25號27號

高鳳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398號400號



來家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崗山北街36號38號1樓

翔富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12號1樓

統崙 高雄市鳳山區中民里中崙四路6號8號1樓

鳳來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南和一路25號1樓

鳳頂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鳳頂路285號1樓

鳳陽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39號

七老爺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鳳甲路491號493號

仁美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18號20號

工協 高雄市鳳山區埤頂里建國路一段79號1樓

展欣 高雄市茄萣區嘉安里仁愛路三段120號

太湖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二段158號1樓

千湖 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保生路135號137號

新東專 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中山路一段229號

東敏 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東方路103-1號103-2號

屏東地區

里港 屏東縣里港鄉永春村中山路46號

里宬 屏東縣里港鄉鐵店村鐵店路17-1號

招英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74之3號

公裕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廣東路818號

翊聖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崇蘭路98-24號

崇蘭 屏東縣屏東市潭漧里廣東路1588號1590號

永大 屏東縣屏東市大武路122號124號

統棒 屏東縣屏東市永安里棒球路45號

堡勤 屏東縣屏東市新生里復興南路一段370號1樓

公華 屏東縣屏東市龍華里龍華路152號156號1樓

厚生 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2號

屏客 屏東縣屏東市崇智里光復路104號

永發 屏東縣屏東市永安里復興路258號

屏東 屏東縣屏東市逢甲路92號

屏生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33號

香楊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香楊巷59-12號

新豐榮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86號

廣大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561號1樓

鎮海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鎮海路1-100號

東隆 屏東縣東港鎮頂中里延平路107號

新輔英 屏東縣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3號

億財富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光復路二段77號1樓

白燈塔 屏東縣琉球鄉三民區大福村中正路303之2號1樓

玉光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中山路69號

南州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三民路171號

學興 屏東縣內埔鄉和興村學人路592號

內埔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光明路224號226號1樓

屏科大 屏東縣內埔鄉中林村中林路1號3號1樓

新中勝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昭勝路2號4號6號

順越 屏東縣內埔鄉南寧路19號

埔豐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中正路291號



英順 屏東縣潮州鎮介壽路145號1樓

欣仙吉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路128號130號132號1樓

新園 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村14鄰南興路319號

隆德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興隆路157-2號

鹽埔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134-3號136號

林邊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里中山路275號277號

竹田 屏東縣竹田鄉中正路84號86號

廣得亨 屏東縣萬丹鄉廈北村下蚶187-10號

社上 屏東縣萬丹鄉社中村社皮路三段246號248號1樓

社皮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552號556號

囍洋洋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366號368號1樓

萬新 屏東縣萬丹鄉新鐘村萬新路342號

萬惠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1段21號1樓

吉春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巷6之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