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市名稱 門市地址

基隆站前門市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109號

基隆信一門市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68號1樓

大武崙門市 基隆市安樂區武嶺街136號

基隆仁二門市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66號

基隆新豐門市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233號

基隆城上城門市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31之5號

基隆七堵門市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28號

萬華西藏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5巷5號

萬華東園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06號

萬華寶興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71號

桂林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6號

萬華龍山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43號

萬大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41號

南港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4號1樓(南軟園區一期商店街)

後山埤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13號

南港昆陽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4號

松山站前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786號

南港展覽館直營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1樓 商店街106-2

南港站前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28號

逸仙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50巷6號

永吉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27號

信義松德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9巷3號

象山藝文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95號

永春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58號

北醫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25巷36號

信義松仁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42號

TICC外貿協會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102會議室旁

捷運市府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3號

福德大道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183號

信義永春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62號

永春概念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26巷50號

三民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63-13號

敦北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44巷35號

民生圓環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新東街33號

南京復興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6巷20弄2號

八德光復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37號1+2樓

慶城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4-1號

民生光復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3號

民生敦北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71號

民權復興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有里民權東路3段132號1樓

路易莎信用卡刷卡服務之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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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營業狀態以路易莎官網為準。

＊本活動回饋僅限有提供刷卡服務之獨立門市，不適用於百貨量販商場內之商店街或

美食街內之門市櫃位及用電子票證消費及自動加值交易。

＊廠區門市請洽門市服務人員。



民生富錦直營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13巷1-3號

台塑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6巷3弄1號

八德台安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29號

光復南京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66號1樓

八德監理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36巷2-1號

麥帥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50巷2弄19號1樓

天母米蘭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天母西路132及132之1號

北投社直營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65號1樓

明德直營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19號

石牌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三路3號

新北投直營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2號

政大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3號1樓

景美SOHO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146號

木柵直營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63號

萬芳醫院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9號

景美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13號

木新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77號

民權成功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17-1號

內湖堤頂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239號

內湖陽光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09號

葡眾內湖門市 台北市南京東路六段451巷33號、35號

葫洲成功直營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466號

內湖洲子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69號

內湖家樂福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內湖瑞光直營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31號

內湖成功直營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75號

內湖文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37號

國防醫學院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61號 國防醫學院

內湖康寧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78號整棟(1~3)

內湖三民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72號

東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3巷8號1樓

內湖行善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62號

內湖285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27弄1號

延平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14號

杭州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53號

華山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南街4-1號

寶慶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12號

忠孝新生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56-1號

金山南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8號1樓

新光保險小舖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號1樓

信陽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5號之2

南昌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23號

台北站前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8號B1-B櫃

南海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24號

古亭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15號

信義新生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30號

重慶南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77-2號

民權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3巷22號之2

南西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138號



八德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87號

長春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7號

大直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21巷49號

撫順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33號

民生松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50號

中崙大潤發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306號B1

民權西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3、5號

微風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42號

中山承德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65號

南京建國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206號

松江農安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3號

樂群直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50號

松江長安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78-1號

松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55號

晴光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6號

伊通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85號

榮星花園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6號

復北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80巷8號

龍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93號

敦南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81巷45弄21號

市民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

六張犁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90-1號

仁愛敦化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22巷4號

和平新生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28號

金華to-go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50號

遠企四維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2號

信義金山直營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28號

通化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84號

國泰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13-2號一樓

國父紀念館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02號

瑞安直營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51巷40號

師大直營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79號

第三波咖啡 大安森林公園直營門市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00號B1(捷運2號出口右方樓梯下)

忠孝SOGO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33之1號

信義光復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26號1樓

建國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51號

忠孝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17巷4弄2號

台大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100號

大安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8號

復興辛亥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205號1、2樓

仁愛明曜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51巷25號

小安和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81巷65弄11號

建國花市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04號

酒泉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39號

圓山直營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5號

京站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87號

庫倫承德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34+236+238號

士林新光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42號

劍潭承德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53號



士林捷運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24號

天母東直營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31弄2號

基河新光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250-1號

德行西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36號1樓、2樓

東吳大學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士林前港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前港街11號一樓

芝山直營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38號

天母忠誠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7號

士林中正直營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03號

鶯歌門市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82號

蘆洲中山門市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里中山二路272號1樓

蘆洲集賢門市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46號

蘆洲長榮門市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12號

樹林中山門市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15號

三峽桃子腳門市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709號

樹林興仁花園門市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70號

北大家樂福門市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2號

瑞金門市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65號

新莊建中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5號

新莊幸福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73號

新莊富國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64號

新莊中原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127號

新莊昌平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46號

精品烘豆廠直營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新莊中正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79-1號1樓

新莊後港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90號

新莊龍安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529號

新莊立信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立信三街12巷18號

新莊思源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36號

新莊中悅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558號1樓

新店捷運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26號

新店中正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10號

小碧潭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33巷8號

新店安康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95號

新店京站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57號

新店建國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44號之2

北新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21號

大坪林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43號

新店佳瑪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68號

深坑東南門市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04號

淡水竹圍門市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38號

淡水新市直營門市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三段100號

淡水捷運門市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淡水水源門市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91號

淡水沙崙直營門市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37號

泰山貴子門市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3段66號

泰山十八甲門市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122號

金山老街門市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4號

林口影視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162號1樓



林口文化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55號

林口扶輪公園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60、462號

林口高中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88、190號

林口忠孝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一路12號

林口仁愛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49號

林口文三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217-1號

新板特區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105號

新板市府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43號1樓

板橋館前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9號

板橋重慶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95號

板橋正隆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5號

新板傑仕堡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277號1樓

板橋莊敬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41號

板橋新埔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21號

新海直營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雨農路58號

板橋國光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9-5號

板橋合宜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175號

新北市立圖書館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江子翠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67號

埔墘直營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01號

板橋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7號

板橋文化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9之37號1樓

亞東醫院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30號

汐止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76號

汐止夢想社區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100號

汐止大同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312巷18號

汐止建成直營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60號

汐止福德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18號1樓

汐科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1樓編號03-04店面

汐止中興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26號

永和頂溪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92巷3號1樓

永和秀朗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95巷3號

永和樂華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13號

永和捷運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313號1樓

永和仁愛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10號

永和安樂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70號

永和永貞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93號1、2樓

永和得和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60號

永和竹林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60號

永和中山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71號

五股洲子洋門市 新北市五股區芳洲八路132號、136號

中和概念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50號1樓 I棟A戶

南勢角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63號

中和景平直營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75號1樓

中和復興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329號

中和南華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65號

中和宜安直營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80號

雙和圓通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5-2號

中和中和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55號



積穗員山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92號

景平大勇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大仁街19巷8號

中和建康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95號

永安市場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00巷19號

中和新生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136號

中和莒光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158號

捷運景安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75-2號

中和自立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5號

土城頂埔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62之3號

金城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95號

土城裕民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99號

土城中央直營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48號

金城二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30號

土城日月光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61巷37號

三峽復興門市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1號

三峽國際門市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1號1樓

三峽學成門市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25號

三重溪尾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75號

三重自強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36號

三重旗艦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2-1號

三重龍門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84號1樓

三重忠孝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99-1號

三重中華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41號1樓 、2樓

三重集智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集智街56號

三重重新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94號

台北橋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2號

三重三和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56號1樓

三重成功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98號

三重五華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7號

桃園大觀門市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178-2號

蘆竹南福門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福街101號

桃園南崁門市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90號

桃園大竹門市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40號

龜山文青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199號

林口長庚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31號

龜山中興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一段37號

南崁南祥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81-1號

林口文興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108號

龍潭北龍門市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66號

桃園埔心門市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35號

桃園縣府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26號

桃園尊爵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09號

桃園中正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3號

桃園南平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32號

春日直營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618號

桃園莊敬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47號

桃園大興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179-1號

桃園大業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38號

桃園市府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86號



桃園中路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181號

桃園藝文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32號

桃鶯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68-1號1樓

桃園國聖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國聖一街2號

平鎮文化門市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里文化街25號1樓(1F、2F)

中壢環中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34號

中央大學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松苑餐廳)

中壢復興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17號

中壢SOGO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03號

中壢實踐複合體驗門市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126號、128號

中壢南園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81號

內壢忠孝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83號

青埔明日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一段73號

中壢過嶺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308號

中壢延平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36號

大溪埔頂門市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80號

大溪慈湖門市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22號

桃園八德興豐門市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416號

八德廣豐門市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102號1樓

八德忠勇門市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六街3號1樓

桃園桃大極門市 桃園市八德區金和路60號

桃園大湳門市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20巷54號

楊梅站前門市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65號

新豐鑫豐門市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5號

竹北東元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55號1樓之A

湖口站前門市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176號

竹東長春門市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196號

竹東站前門市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里007鄰北興路二段3號

竹北光明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96號

竹北莊敬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38號

竹北縣政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53號

竹北成功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五街76號

竹北博愛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239號

竹北文興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1號

竹北科大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科大一路28號

新竹遠百門市 新竹西大路360號1-3樓

新竹巨城門市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99號1、2樓

新竹市府門市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162號

新竹關新直營門市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58號

新竹站前門市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2號1、2樓

新竹武陵門市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173-3號

新竹建中門市 新竹市東區建中路71號

新竹關埔門市 新竹市東區埔頂二路2號

新竹綠光門市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一段426號

頭份和平門市 苗栗縣頭份市和平路107號

頭份建國門市 苗栗縣頭份市忠孝里001鄰建國路107號

苗栗縣府門市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民族路70-1號

竹南大營門市 苗栗縣竹南鎮大營路56號

埔里酒廠門市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19號



彰化中興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36之1號

彰化彰美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159號

溪湖門市 彰化縣溪湖鎮福德路6號1、2樓

彰化巫家門市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四段439巷151號

鹿港中山門市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46號

員林莒光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28號

員林中山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85號

亞大醫院門市 台中市霧峰區南柳里福新路222號B1

豐原三民門市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92號1、2樓

豐原圓環門市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338號1、2樓

清水五權門市 台中市清水區五權路55號

台中清水門市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83號

台中梧棲門市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282號

台中德富門市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30號

興大門市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1樓(中興大學學生餐廳)

台中公益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8號

文心森林公園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惠文路525、527號

台中文心一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6號1樓、2樓

台中精密園區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112號

大墩向心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301號

五權黎明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90號

台中大墩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06號

十甲東門市 台中市東區十甲東路566號

北勢東門市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333號

美村直營門市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03號

精誠門市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7-2號

東興門市 台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168號

五權美村門市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89號

台中天空樹門市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11號

中港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26號

台中市政朝富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86號

中科直營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579號

漢口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10-7號

台中逢甲青海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40-1號

福星公園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301巷72號1樓、2樓

文心市政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60-9號

西屯文心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01之6號

福科安和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146號

進化門市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571-2號

台中博館門市 台中市北區博館二街62號

進化北門市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78之39號

台中科大門市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20之3號

健行門市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91號

台中北平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146號

第三波咖啡 崇德直營門市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81號

景賢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景賢路232號

葳格軍福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五路二段226、228號1樓

東山和順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18-1號

台中民權門市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60號



太平育賢門市 台中市太平區育賢路265號

台中大雅門市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459號

大里永隆門市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路35號

大里國光門市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147號1+2樓、149號1樓

大甲鎮瀾門市 台中市大甲區育德路21號

雲林虎尾門市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92號

斗六中堅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533號

斗六鎮南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98號

民雄頭橋門市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15鄰埤角221號

嘉義博愛門市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864號1樓

嘉義圓環門市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294號1-3樓

台南歸仁門市 台南市歸仁區民權北路29號

新營門市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52-1號

台南新市門市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中正路26號

台南善化門市 台南市善化區文昌里中正路365號

台南麻豆門市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129號

台南金華門市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489號

崇善門市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172號

東安門市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00號

台南長榮門市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178號

台南東門門市 台南市東區和平里東門路三段180、182號

台南裕農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952號

成大勝利門市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25號

台南佳里門市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392號

台南北安門市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二段262號

台南文平門市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400號

台南郡平門市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131號

台南華平門市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269號

台南中華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786號

台南奇美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3號

永康中山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42-1號

台南復國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339-1、339-2號

台南崑山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1006號

台南永康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65號

永康南應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9號(台南應用科大 學生活動中心)

小北門市 台南市北區立賢路一段39號

台南文元門市 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800號

仁德保安門市 台南市仁德區民安路一段429號

台南新光門市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78號

台南全美門市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191號

台南大同門市 台南市中西區大同路一段214號

台南湖美門市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588號

鳳山青年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53號

高雄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35號

美術館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12號

昌盛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292號

高雄龍德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409號

高雄建楠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5號

高雄後昌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22號



高雄中正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68之2號

高雄青年仁愛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10號

高雄文化直營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號

高雄武廟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88/290號

高雄新光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92號

高雄一心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9號

高雄岡山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60號

高雄重上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84、286號

高雄重愛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20號

高雄孟子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8-1號

高雄凹仔底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2號

自由至聖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1號

高雄華夏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03號

高雄裕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66號

高雄小港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16號

小港桂林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66號

高雄河堤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1號

博愛北平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36號

高醫大校區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國研大樓1F)

高醫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56號

高雄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73、175號

大昌覺民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9號

高雄澄清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19號

高雄鼎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98號

高雄大順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90號

高雄覺民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39-241號

天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6號1樓

高雄七賢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0號

花蓮民國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79-3號

花蓮中山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4號

宜蘭聖博門市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35號

宜蘭礁溪門市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48號

宜蘭大學門市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3號

宜蘭東門夜市門市 宜蘭縣宜蘭市和睦路26號

台東中華門市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350號

澎湖馬公門市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77號

金門金城門市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1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