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門市名稱 區域 址地

1 基隆新豐店 基隆市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285號

02-24694458

2 松山三民店 臺北市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36巷8號

02-27560885

3 吉祥店 臺北市
臺北市松山區吉祥路43號

02-25282108

4 松山店 臺北市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01號

02-27266656

5 吳興店 臺北市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59-1號

02-23776661

6 延平店 臺北市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7號

02-25993655

7 重慶圓環店 臺北市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101號

02-25595959

8 舊莊店 臺北市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167號

02-27858659

9 康樂店 臺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76巷2號

02-26333398

10 林森長安店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9號

02-25813111

11 忠孝復興店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37號

02-27772123

12 復興南路店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333號

02-23770335

13 光復店 臺北市
臺北市光復南路456巷25號

0961-961601

14 南京東路店 臺北市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3巷4弄26號

02-25459926

15 大南店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20號

02-28831588

16 寧夏店 臺北市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98之19號

0907-342397

17 大直店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5-5號

02-25338829

18 大安店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70號

02-27002828

19 民生東路店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27巷1號

02-21001711

20 社子店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段105號

02-28131315

21 木柵店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105號

02-86619066

22 木新店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1號

0916-543131

23 東園店 臺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75號

02-23325577

24 天母店 臺北市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05號

02-28340686

25 光明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100之3號

02-267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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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三芝淡金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二段83之1號1樓

02-26363718

27 淡水新春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03-1號

02-26203202

28 文化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341號

02-86781119

29 鶯桃店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140號

02-26773383

30 三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19號

02-29161687

31 汐止建成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6巷6號

0979931121

32 汐止樟樹店 新北市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19巷8-5號

02-26486806

33 民安社區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二段205巷5號

02-22125852

34 北新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61號

02-29173553

35 安坑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56號

02-22113712

36 合宜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177號

02-89650177

37 民權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58-4號

02-29666013

38 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281號

02-82822222

39 蘆洲光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51之1號

02-82825737

40 華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32號

02-29580180

41 土城青雲店 新北市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61號

02-82628685

42 淡水竹圍店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29巷52號

02-88093499

43 中榮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路103號

02-29945722

44 雙鳳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28號

02-29020977

45 中華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1段45巷2號

02-29960205

46 復興店 新北市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2段182號

02-29987996

47 中和景平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31巷21號

02-22421236

48 中和中山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43號

02-22456228

49 台北橋店 新北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97號

02-29766677

50 中正店 桃園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10號

03-325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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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藝文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正路1267號

03-3257695

52 光明店 桃園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六街35號

03-2225708

53 長沙店 桃園市
桃園縣中壢區長沙路32號

03-4570206

54 中興店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210號

03-4870267

55 觀音店 桃園市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240號

0903-886666

56 中山東路店 桃園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80號

03-4668860

57 萬壽店 桃園市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1段359號

02-82094636

58 廣福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297號

03-3760566

59 中華店 桃園市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62號

03-3789466

60 博愛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05號

0906-183805

61 竹北家樂福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9號1樓

0972-938280

62 關西店 新竹縣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117號

03-5878505

63 二重店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3段112號

03-5828128

64 新埔中正店 新竹縣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728號

03-5889569

65 南大店 新竹市
新竹市南大路439號

0966-426868

66 至公店 苗栗縣
苗栗市至公路57號

03-7373037

67 苑裡店 苗栗縣
苗栗縣苑裡鎮南興路150-5號

03-7865852

68 竹南店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139號

0963-737203

69 銅鑼店 苗栗縣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221號

03-7981855

70 大漢店 臺中市
臺中市神岡區大漢街56號

0965-737301

71 成功店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189號

04-25252521

72 后里三豐店 臺中市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126號

04-25587882

73 東勢店 臺中市
臺中市東勢區第五橫街46號

0973-788939

74 向陽店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向陽路267號

0982-600660

75 精武店 臺中市
臺中市東區精武路37-6號

0968-06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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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進化店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659號

04-22376110

77 樹孝店 臺中市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168-6號

0985-616166

78 中山店 臺中市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526號

0968-068601

79 大肚店 臺中市
臺中市大肚區文昌路一段92號

0908-802070

80 敦化店 臺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敦化路1段490號

0960-518899

81 東山文心店 臺中市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41之7號

04-22472560

82 福雅店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26號

04-24618867

83 創始店 臺中市
臺中市西屯區烈美街88號

04-24510078

84 大明店 臺中市
臺中市大里區大明路98號

0961-512224

85 鹿港店 彰化縣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27號

04-7783807

86 民族店 南投市
南投市民族路164號

0906-648088

87 西螺店 雲林縣
雲林縣西螺鎮公正路163-1號

05-5877878

88 虎尾店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204號

0978-881886

89 朴子店 嘉義縣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88號

0905-218378

90 新營店 臺南市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03號

06-6333086

91 新興店 臺南市
臺南市南區新興路408號

06-2630060

92 安南店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28號

06-2592929

93 麻豆店 臺南市
臺南市麻豆區信義路10之1號

06-5720199

94 青年店 高雄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22號

07-7776868

95 武慶店 高雄市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5號

07-7133358

96 愛河店 高雄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1號

07-5213838

97 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94號

07-5566422

98 鼎中店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8號

07-3101903

99 建工店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2-1號

07-3926660

100 高醫店 高雄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28號

07-322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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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75之11號

07-7278855

102 五福仁愛店 高雄市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18號

07-2159715

103 康莊店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67號

0906-525012

104 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211號

0907-485562

105 民生店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31-2號

0913-266603

106 潮州店 屏東縣
屏東縣潮洲鎮三和里中正路201號

08-7894300

107 宜大店 宜蘭市
宜蘭市女中路二段535號

03-9369882

108 花蓮石來運轉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山路52號

03-8327130

109 花蓮中正店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18號

03-8350883

110 花蓮吉安建國店 花蓮縣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142號

03-8567560

111 台東店 台東縣
台東市新生路575號

089-33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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