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號 店名 地址 電話號碼

014059 苗栗英才店 苗栗縣苗栗市英才路１２７號 (037)372848

011535 大甲車頭店 台中市大甲區大甲里蔣公路２號１樓 (04)26760418

013356 大甲甲讚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１７３號 (04)26803391

015470 清水中山店 台中市清水區清水里中山路１１０號 (04)26221679

013506 清水榮玉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正街７９號 (04)26224952

014971 東勢豐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４８２，４８４號１，２，３樓 (04)25773245

011907 豐原新車站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２１號、２３號Ｂ１，１，２樓 (04)25151473

014967 台中新榮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１６５０號第一醫療大樓１樓 (04)23581973

009862 沙鹿弘光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２６３號１樓 (04)26335938

014586 台中光明店 台中市西屯區至善里臺灣大道３段７３０號 (04)27069670

013443 台中至尊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２６８－１２，１３號 (04)27087147

015796 沙鹿飛航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清路４３之５２．５３．５５．５６號 (04)26153527

012088 台中文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３之３號 (04)24514285

013259 台中福滿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３０１號 (04)24529228

008950 大雅好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東路１７１號 (04)25606984

010475 興仁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２１７號 (02)87732350

014561 福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２段１９８巷６號一樓及地下室 (02)23959759

012188 景中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５號，七號一樓 (02)29334768

015198 中捷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１６號Ｂ１ (02)25557010

012022 市民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５８號 (02)25638109

013729 金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１０９號１樓 (02)25629847

011130 福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林里中正路２３３號，２３３之１號 (02)88611682

015448 酒泉店 臺北市大同區庫倫街４８之４號 (02)25929575

015590 萬全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６３號 (02)25576965

010688 基隆新站前店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１９號 (02)24273646

011023 中和景平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４７８號 (02)89422184

009605 松航店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３４０之１０號（松山機場二航站 (02)25459405

012808 新忠隆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７１巷８號壹樓 (02)27493532

013285 成都店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１３４號；成都路８６號 (02)23758507

014575 郡王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６８號 (02)23719902

012625 新峨嵋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８２號１樓 (02)23711411

013812 萬國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２１號１樓 (02)23894642

012817 摩天店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２６號 (02)23148151

012642 寶慶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１１１號 (02)23898700

011527 西站店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７之１號 (02)23120577

014430 新仟囍店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３６號１樓 (02)23822831

013811 萬年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５５號１樓 (02)23883343

009079 台中大向店 台中市北屯路２１０之３號，２１０之５號１樓 (04)22318703

013911 台中睿景店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８４９號 (04)24361805

013498 花壇金花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３５６號壹樓 (04)7860631

012851 台中成功店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６６號 (04)22250379

013699 台中福爾摩店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１１號 (04)22253375

販售數量及款式依超商各門市現場為準，門市若已完售不另行通知及公告

若有疑問請洽超商客服專線。



012278 台中繼成店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１０６號，１０８號一樓 (04)22262519

015131 台中金站店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１４７號 (04)22245956

015253 台中水莊店 台中市北區文化街１３、１５、１７號１樓 (04)22065321

015094 台中狀元店 台中市中區綠川里中山路１９號２１號１樓 (04)22299329

015767 台中學友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２１５號 (04)22252991

013737 台中市民店 台中市西區公正路１０３號 (04)23014035

015177 台中鑫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２２號 (04)23284015

015643 台中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永春南路１２５號 (04)23829243

011890 台中墩鴻店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里大墩十一街２９０號一樓 (04)23207680

015281 台中樂活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１９街１８號１樓 (04)23271767

013475 台中世貿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８－５號 (04)22541296

012451 台中新忠勇店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７６之３號 (04)23801003

010907 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三厝里黎明路二段４０６號 (04)22540498

013896 霧峰吉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民生路３５３號 (04)23396552

013922 烏日高鐵一店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里站區二路８號２Ｆ (04)36000075

013923 烏日高鐵二店 台中市烏日區三和里站區二路８號２樓 (04)36000076

013186 龍井海大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４８號．５０號 (04)26312703

014777 楊梅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里永美路２１０號 (03)4315180

015191 樹林新柑園店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３０２號１樓 (02)26684823

015711 桃園建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１３５之１號１樓 (03)3766328

014015 桃園後站店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里大林路７１號１Ｆ (03)3642526

014892 中壢十里店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１６１號 (03)4272590

012435 中壢後站店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２號１樓 (03)4593622

012030 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５鄰中平路１、３號１樓 (03)4265615

013676 中壢農會店 桃園縣中壢市石頭里中山路９７號１樓 (03)4222900

015050 中壢龍正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３５號１樓 (03)4268507

012604 中壢環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２２７號１樓 (03)4516327

012382 桃園車站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２８號１樓 (03)3317405

013929 桃園站前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３，１５，１７號 (03)3367478

011121 高雄東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３８２、３８４號 (07)3606800

011765 高雄惠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里惠豐街１６６號１６８號一樓 (07)3657425

014290 旗山車站店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２３號 (07)6626300

014317 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１９６號 (07)3875240

013802 大樹義邦店 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學城路１段１２號Ｃ３Ｆ０８ (07)6568082

012442 高雄大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３８號 (07)3955446

012403 高雄大仁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５９號 (07)5316187

013859 高雄錢櫃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１５７號 (07)2418122

013417 高雄鑫讚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２６５之１號 (07)2364102

015149 高雄大魯閣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１００號（２Ｆ－１３） (07)7915278

015522 高雄機場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２號一樓部分 (07)8068559

014175 屏東民享店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２３號１樓 (08)7217523

014362 屏東愛園店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２１號１樓 (08)7329836

014940 屏東豐榮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４５８號一樓 (08)7364252

009800 屏東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９６１號 (08)7323220

014605 潮州車頭店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７７號 (08)7804081

013803 鳳山聖王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５２號一樓 (07)7191152

002816 板橋板農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２９—１號１樓 (02)22723346



013363 新莊華寧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１段８號１樓 (02)29946014

015205 土城永寧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７４－１號＆７４號１樓 (02)22694365

014307 土城頂運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７０號１樓 (02)22671054

008816 三重福運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２５０號１樓 (02)22863881

012190 新莊龍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７２９號 (02)29017635

013950 樹林車站店 新北市樹林區後站街８號 (02)26813492

013785 竹北高鐵店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６號 (03)6120886

013835 新竹大同店 新竹市東區成功里大同路１６號１８號一樓 (03)5277520

012981 土庫建國店 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１３７號 (05)6628899

013853 斗六四維店 雲林縣斗六市龍潭里四維路１３２號１樓 (05)5350953

013461 台南中山店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１３９號 (06)226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