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名 地址

臺中高工直營店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202號

臺中美村直營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67號

臺中模範直營店 台中市西區模範街29號

臺中中港直營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5號、27號

臺中篤行直營店 台中市北區篤行路218之1號

臺中雙十直營店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47之5號

臺中同榮直營店 台中市北屯區同榮里同榮路151、153號

逢甲文華直營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2號

臺中長安直營店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223號

臺中南屯直營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355號(戶政事務所)

潭子勝利直營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83號(地政事務所)

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112之2號

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71號

台中復興店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01號

台中十甲店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268號

台中忠明店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821之1號

台中仁義店 台中市南區仁義街109號

台中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30之1號

台中南門店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127號

台中中山醫大店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台中德富店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72-76號

台中福田店 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821號

台中四維店 台中市西區四維街24之1號

台中永興店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00號

台中梅亭東店 台中市北區梅亭東街40號

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五義街122號

台中新北平店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66號

台中自強店 台中市北區自強一街2之6號

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98號

台中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71號

台中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12號

台中中清店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386號

台中四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四平路366號

台中東文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42之6號

台中瀋陽店 台中市北屯區瀋陽路一段113號

台中太原店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175號

台中崇德六店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六路一段110號

台中福康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9號

台中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5號

台中國際店 台中市西屯區國際街6號之一

台中惠中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40之26號

台中青海上仁店 台中市西屯區上仁街118號

台中大隆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90號

台中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烈美街189號

台中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74號

台中中工三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283號

台中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21之5號



台中忠勇店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70之8號

台中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265號

台中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4段199號

太平中興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2號

太平勤益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80號

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8號

太平中山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37號

台中小鎮店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253號

塗城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428號

大里益民店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6號

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08之12號

大里內新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61號

大里東榮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65號

塗城文化店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672號

大里立仁店 台中市大里區立仁路132號

大里國中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290號

台中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93號

台中烏日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193號

烏日明道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92號

豐原南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58號

豐原豐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456號

豐原中正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27號

豐原育仁店 台中市豐原區育仁路12號

豐原西勢店 台中市豐原區西勢路367號

豐原向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40號

台中后里二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478號

東勢三民店 台中市東勢區第四橫街27號

潭子榮興店 台中市潭子區榮興街81號

潭子潭興店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342號

潭子頭張店 台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段129號

潭子復興店 台中市潭子區復興路一段61號

潭子雅潭店 台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二段190號

潭子慈濟店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114號

台中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58號

大雅文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195號

台中神岡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686號

神岡五權店 台中市神岡區五權路83號

台中大肚店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587之2號

沙鹿沙田店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90號

台中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7號

沙鹿光華店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324號

弘光科大店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台中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14號

龍井中央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140號

台中梧棲店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205號

台中清水店 台中市清水區鰲峰路15號

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40號

日南通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通天路167號

台中外埔店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784號(外埔國中)



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507號

彰化長興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50號

彰化彰南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37號

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37號

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65號(延平公園)

彰化南郭店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87號

彰化實踐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146號

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88號

彰化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222號

彰化秀水二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754號

彰化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91號

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211號

鹿港頂番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77號

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62號

和美糖友店 彰化縣和美鎮糖東二街2號

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157號

員林育英店 彰化縣員林鎮育英路119號

員林南昌店 彰化縣員林鎮南昌路89號

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60號

員林三民店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東街283號

員林員東店 彰化縣員林鎮員東路一段30號

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237號

永靖瑚璉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239號

永靖中山店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469號

彰化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465號

埔心瑤鳳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一段145號

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90之2號

大村大葉店 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76之11號

大村大仁店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一段58號

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62號

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83號

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建興街105號

彰化二水店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740號

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12號

南投南陽店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373號

南投民族店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里民族路125號

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905號

草屯虎山二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472號

南投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317號

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72號

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15號

南投名間店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45-3號

南投水里店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395號

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37號

亞洲大學店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修平科大店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

台中逢大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38號

台中柳川店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180號

和美美寮店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二段692號



鹿港頂厝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一段279號

黎明公益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8號

大雅清泉店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108號

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367號

台中樂業店 台中市東區樂業路405號

沙鹿鎮南店 台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二段247號

大雅學府店 台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66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