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行別 營業名稱 營業地址
017 東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原北路130號8樓之2

017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58號

050 美光化粧品科技工廠 高雄市三民區美都路３００巷４８號
050 尚味手工水餃 臺南市東區富農街１段１９９巷５號１樓
050 詮威眼鏡行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４７３號
050 吉軒水產行 南投縣南投市成功三路１６７巷７之１號
050 信竑車行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５８９號之９
050 景暉精密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路５９號之３８
050 激安總殿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２４－３號２樓
050 鉦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２４－３號２樓
050 壹端互動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街８９巷２４號３樓
050 一將食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文興路２２２號
050 說故事影像工作室 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３７巷２２弄１０號５樓
050 妍采美妍館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６９之１號
050 朋鉑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路５９之３８號
050 吉美如意園藝社 雲林縣口湖鄉拔拉８０號
050 萱妮絲企業社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９３２號１樓
050 榮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３２２號
050 榮泉汽水工廠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３２２號
050 蘭陽提琴工作室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７２號４樓
050 宏田家俱行 雲林縣土庫鎮崙內里１１鄰頂寮路５０之１０號１樓
050 世揚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福美街１２８巷１６號３樓
050 翰昇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２４５巷７號
050 周石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１４７號４樓之１
050 安信商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里中正路二段１８號２樓
050 美慶大廈休閒實業有限公司 宜蘭縣礁溪鄉大忠村１７鄰五峰路８９號１樓
050 御品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４６８號１樓
050 新豐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路２５３號１、２、３樓
050 瑞康企業社 宜蘭縣蘇澳鎮福德路３２０號
050 東洲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１５５號６樓之８
050 煦苒商行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３２３號
050 丹尼獅貿易有限公司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２９２巷６２之１號
050 利宏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３巷５號１樓
050 小間咖啡店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２３３號
050 璦米兒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２２８號１樓
050 啟大食品行 雲林縣北港鎮民政路７０號
050 心之漾工作坊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５０號之１
050 雲豹運動工作室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５７之１０號
050 慧冠商行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１５５巷１５１號
050 鼎輝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１４７號
050 禾廚小吃店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２２６之２號
050 仲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１３６巷４４號
050 台灣日世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９９號２樓
050 震伸國際通訊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２０１之１９號
050 晟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文德路１８號之１
050 嘉嘉人力顧問企業社 新北市三重區長元街１００之２號
050 伊瓦屋 臺北市松山區寧安街４巷２號之１
050 利成餐飲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旦路１７之５號１樓
050 武吉企業社 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四段１０３之８號

轉帳購物排除名單



050 武吉重機車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四段１０３之８號
050 世益工業社 臺南市南區興南街４３５號
050 良山柏茶坊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街１３４號
050 艾斯尼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８９３巷６之１號
050 潤品企業社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１０５號
050 冠盈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長青街１１號４樓
050 同心丼食堂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１０３號１樓
050 緯盛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８４號１樓
050 禾揚交通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１５３號３樓
050 緯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１９６之１２號４樓
050 玖錩機械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２３８巷２號１樓
050 達揚鞋行 臺南市南區興隆路２６３號
050 喬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新中街１２８號
050 蒼鑫水電工程行 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８巷４號１樓
050 前景娛樂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３５８號７樓
050 青山水電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２６４號
050 捷瑞汽車修護廠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１４２５巷１１號１４弄
050 佳豐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１２６號
050 成大昶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新仁路１９之１號
050 海雲商行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１６４巷１４號
050 吉和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３１８巷１８號１樓
050 聚拓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７５號１９樓之１
050 和展雷射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２５２號４樓
050 慈優五行麻養生坊 新北市新店區竹林路８４號
050 凡禮國際產品製造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富山路５３巷１弄２２號
050 晴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新孝路１９１號２樓
050 新煌車業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１６號
050 諾見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９號９樓之４
050 今滿商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原街７６號之２４
050 金信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４６７巷７號
050 蒙滷食堂 臺北市信義區嘉興街１７９號之１６
050 翔丞企業社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７０８號
050 博笙營造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二路８７號
050 庭和商行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２１８號２３樓之１
050 源穗餐飲店 臺南市善化區光明路２６號
050 財福工程行 臺南市永康區大勇路１４７號
050 汎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７２號２樓之１３
050 智冠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秀岡五街２巷３９號
050 子翼工程行 新北市板橋區富山路６２巷１８號
050 晟吉實業社 台南市安南區郡安路６段１１１巷１８弄１１號
050 瀧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德光里林森路一段１９６號
050 興德茂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１１巷９０號
050 義果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２０號１３樓
050 正欣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１３５巷９４號
050 欣宸輕鋼架工程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１２０巷７弄１１號１樓
050 綠巨人蔬果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民和街１５０號１樓
050 采宙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１１５巷２號１樓
050 欣亞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建國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１２１號
050 達標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７號１１樓
050 臺灣百克環保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龍潭街２８６巷６７號之３
050 源建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１０８號４樓
050 展巨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烏日區慶光路８６８巷１７９之３號



050 印超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１５街１１號１樓
050 歐捷斯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三街５１０號１樓
050 駿暉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三街５１０號
050 花傳情花藝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４２５號１樓
050 于果創意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４３９號１０樓
050 祥安裝訂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８號
050 飛傑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４１巷１１弄１０號
050 思田商品行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８０３號１樓
050 加笙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１７０號
050 山騏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８７號１３樓
050 錚威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８７號１３樓
050 蔚茶家商行 臺南市善化區中華路１６１號
050 京鋒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３８０號６樓之１
050 寬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１２號１３樓之３
050 周詩倫設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９７巷３號４樓
050 亞律渼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仁德區德崙路８０１巷５７號
050 宏新餐館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３段２２３號
050 鴻凱創意金屬工程行 基隆市七堵區百一路１１９號
050 金奇商行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二路１７之１６號１樓
050 昱瑞工程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３３３巷３３號４樓
050 雄發機車行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街１１９號
050 一二三事務機器實業社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二街４７１號１樓
050 達麟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９號１１樓之１２
050 東悅興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自強路６５３號
050 佳菱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３１６巷７５號
050 丞泰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歸仁區大廟六街３５巷７樓
050 聯臺工程行 臺南市永康區永明街２３１巷５３號４樓
050 翰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２７５號
050 常盛鋼鋁工程行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１號３樓
050 松品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鵬儀路２３５號
050 微笑龍工作室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路４６號９樓之５
050 翊熙照明企業社 基隆市暖暖區暖中路４１之１號
050 聖達電機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五段９８巷５８號
050 龍昇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３４號１３樓之３
050 聖凡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３０３號２１樓之２
050 昱昌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３０３號２１樓之２
050 騰鼎營造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興路８３巷１０號
050 同達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３４號３樓之４
050 永太企業社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１４５巷１１８號
050 窩一晚文旅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４８號１樓
050 茱蒂傑特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３８９巷２９之１號
050 勁園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６４９之７號８樓
050 秀峰企業社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６２號１樓
050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４２號１樓
050 麗新紐爾森汽車美容店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２５２號
050 芬香舒活園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１５３號
050 昇達庫版工程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１７１號
050 婕森室內設計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２８６號１樓
050 婕森異國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１３７之４號１樓
050 廣劍揚企業社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二街２５６號
050 寬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１２號１４樓之４
050 訊立電器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１８９巷４號



050 泉瑩商行 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９、１１號
050 德莎芮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４５８號１樓
050 日有機車行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１７９號１樓
050 鐘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興南街３６０號
050 莉迪雅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６７巷２１號１樓
050 歐比亞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８０巷８之１號
050 窩客工作旅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１３號８樓
050 旭銓印刷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大河街３２巷８號
050 愛沐家居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４６之９號１樓
050 弋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２段３５１號８樓
050 八年得小吃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２３巷２２號
050 明輝車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２１９號１樓
050 運澤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恆光街５１巷２２號４樓
050 宏邑商行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路１５３號
050 成鑫工程行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六段４５１號
050 東銘五金企業社 臺南市安南區工明三路２１號
050 真言文創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１５４巷３號３樓
050 致昕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５號６樓之７
050 晟光電器行 宜蘭縣羅東鎮西寧路１５７號
050 大欣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３７４巷２６號
050 潔美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２４５號
050 正達機車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８００號
050 珍鮮海鮮平價小吃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１０７號
050 眾悅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４７號
050 惟新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３５１巷１１弄２號２樓
050 好舜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１６５號
050 格拉菲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１號１７樓之１３
050 泰瑋電子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５９巷８號４樓
050 宇創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２９６號４樓之１
050 一帆油漆工程行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路３４９號
050 麗昌文具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１２２號
050 洪家店牛肉麵 臺南市永康區華興街１２１號
050 芙甜娜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安街７６巷２號
050 卡鉑尼減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１８５號
050 吉安鴻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蘇澳鎮德興一路１６號１樓
050 東宸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自由路３４號７樓
050 高意生活百貨行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１之１號
050 祥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８１號１８樓之５
050 固本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３３３巷１４號１樓
050 逢盛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一段２７７號
050 坤鑫石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一段２７７號
050 月十二曲精緻烘焙名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７４巷６號１樓
050 瑞保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５８號２樓
050 百基拉國際貨物進出口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１３３巷５弄２９號２樓
050 台飾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芳新路８０１號
050 明興汽車商行 嘉義縣民雄鄉鴨母（水土）４７之１９號
050 新連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新樂路４９號
050 康貴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３５號８樓
050 美立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８１號１８樓之７
050 永鑫切削配件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１７７巷２４號
050 台灣奧基拜爾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１５０巷９號４樓
050 興潔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５０２巷１６號２樓



050 葛麗特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９５號４樓
050 宇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一江街２２號５樓之１
050 美吉達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１３號２樓
050 富（吉吉）家飾館 新北市新莊區仁愛街４５號
050 鎰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４２２之５號２樓
050 美固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１３號
050 群國工程行 台中市龍井區臨港東路二段３１５巷１６號１樓
050 創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１１７號
050 素茵果菜行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２８巷１２４號
050 上揚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６７之３號
050 安穩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９３號４樓
050 丞霖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３８２號
050 仕茂國際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芳新路８０１號
050 首馥食品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２段１８３號
050 源春製油廠 嘉義縣梅山鄉中正路１３８號
050 珅品科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１０６號７樓之５
050 泰興石材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興東街３０巷４２之２號１樓
050 福而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４７號１２樓
050 捷田國際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２００號６樓之７
050 寬城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１２號１３樓之３
050 吉優語文短期補習班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８６巷１８號
050 暢威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１０４巷１５號
050 富鎰機械五金企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七段３０１號８樓
050 艾格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三段１３５號
050 麥羅食品行 臺南市善化區民生路４１２號１樓
050 千華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７０１號１樓
050 柏斯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永二街２４４巷２弄７號１樓
050 萌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二街１７５號３樓
050 榮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潭子區大德一路８４巷６號
050 寬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１２號１３樓之３
050 台基電能科技有限公司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３３７號
050 鑫富勝食品有限公司 宜蘭縣冬山鄉德興六路６４號
050 夏威夷游泳池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８２號
050 台雞店食品有限公司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３３７號
050 竑俊吊車工程行 雲林縣北港鎮東湖５７之５號
050 廣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５２０之１號
050 廣鈺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５２０之１號
050 天時海產行 雲林縣口湖鄉蚵寮１０５之７號
050 棋泰裝訂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９０號２樓
050 禾鵬不動產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３４２號１２樓之１
050 先端精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７號之２，１樓
050 新北市私立吉優幼兒園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８６巷２０號
050 毅鋐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俊興街２１１巷８號
050 瑞通數位有限公司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１２９之１號１樓
050 建通數位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６００號
050 雲林縣信念慈善會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４２之１０號
050 瑞通通訊行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６００號
050 銓通數位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５２號１樓
050 建通數位有限公司北港分公司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１７５號１樓
050 原和企業社 新北市汐止區鄉長路二段１１２號之５
050 先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７號１１樓之２
050 詮翌鋁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２５１巷２６號１樓



050 百利峰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３０之１０號
050 凱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路四段３７號
050 漢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３０之１０號
050 漢晶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０１號２樓
050 丰合夆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０１號２樓
050 騏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板路１８巷３弄１２號２樓
050 元泰模具企業社 新北市中和區中板路１８巷２弄６號
050 玄得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３２４號
050 新禾車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１４２－１６２號１樓
050 太權塑膠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定區許中營７７－２０號１樓
050 翰鴻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東路５６－６號
050 均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１２６巷２５弄１０號
050 琦鎧科技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２１號２樓
050 瑋佑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２３５段１２５號８樓之１
050 祥展企業社 嘉義縣民雄鄉新忠路８７號１樓
050 南楓廣播節目製作社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３００巷８弄２８號
050 喬光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２１５號３樓
050 富都子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１２７之１２號１樓
050 唐屋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９５巷４０號一樓
050 馬林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路１７號
050 御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２１５號４樓
050 哈騏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４８３之６號８樓
050 朗勝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５巷８弄６號４樓
050 順員味商號 台北市松山區民有里民權東路三段１６０巷１９弄１號１樓
050 友翔國際美容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建興街２８號１樓
050 萊卡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１之３１號４樓
050 大創奕企業社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２３３巷６８號
050 春合工坊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３９號２樓
050 聰明媽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３１７之１號
050 帝品燒烤店 金門縣金寧鄉慈湖路二段１１８號
050 彌之賀工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錦華路３８號
050 國泰鋁門窗行 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２６７之１２號
050 億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９９號２９樓之３
050 川發汽車商行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４３０巷２之２號
050 源祺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１１４號２１樓
050 台北市農會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９０號１４樓
050 北昱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３５１巷１１弄２號２樓
050 合鋒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１２３號５樓
050 松錩機械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港後巷１－１號
050 小黑飲品店 新北市汐止區南昌街２巷２１之１號
050 美香齋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里長順街１６號
050 桄泰文具行 新北市新莊區新興街７６巷２號
050 秉廉企業社 臺南市學甲區豐和里美和１之４０號１樓
050 鼎翔電繡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張厝村張厝一巷９８弄１６號
050 奭鑫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鎮坡姜巷１４１弄６０號
050 杏佳醫療儀器行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２１５號
050 赫米斯企業行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８４號１樓
050 享日生活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２００巷２３號３樓
050 銓國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板路３３號
050 隆德藥局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１７０號
050 龍新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１４１巷１０號
050 逸瑞燈飾照明企業社 臺南市永康區永華路２１３號１樓



050 家侖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４１９號６樓
050 瀧天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２６４號
050 小春園商店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１４９號１樓
050 和達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１７０號
050 鉅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１－１號
050 富源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１－１號
050 舜仁印刷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１８６號
050 捷柏瑞照明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五街２號
050 梵雅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板路１５巷８號４樓
050 三木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二城路９６２號
050 翊富服飾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２１０號１樓
050 羅蒂絲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６１２巷７１號
050 廣豐昶環保生技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２巷３８號
050 宇恩資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文化路６１號１樓
050 昶新能源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二段２３３號
050 精通通訊行 彰化縣二林鎮建興街８９號
050 元翔輪胎行 彰化縣二林鎮長青路１６１號
050 立德國際資訊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８９號
050 璟宜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段６２６巷１８號
050 鑫良勝機電工程行 台南市永康區南工街２６７巷８０弄１８號１０樓之１０
050 上豐展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一段９２號
050 吉禾食品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７４６巷５８－３號
050 定永實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３５３號
050 駿達汽車修配廠 彰化縣員林市員大路二段１０５號
050 展昇鎖印行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２６５號
050 長褘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５０８號１１樓之３
050 金玳麗眼鏡行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８２１號
050 思麗伯爵薰香精品 高雄市前鎮區嘉陵街７７號
050 頂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７８巷１３號１樓
050 御耀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１１８號
050 愛犬寵物坊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３３號
050 台灣越前理貨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櫻花路４０巷６號１樓
050 昕泰實業社 彰化縣永靖鄉五汴村五汴巷１８９弄臨２７號
050 雅芸美容生活館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富民巷３弄２７號
050 羅福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鹿北工一路１５號
050 永弼儀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６５巷２號
050 領先電腦資訊社 彰化縣二林鎮五權街５７號
050 勝吉電腦資訊社 彰化縣二林鎮五權街２５號
050 重興海鮮樓餐廳 彰化縣芳苑鄉漁港路５８號
050 鴻嘉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９５－８號１樓
050 亞克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６０９巷１２號２樓之１０
050 回鴻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５３８巷１２號４樓
050 麥歐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５巷９弄３號３樓
050 統勇皮鞋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５５０、５５２號
050 金球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３號３樓之１
050 萬榮機車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二段９９號
050 華陞資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２７１號
050 陞富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２之７號
050 和泰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５６號４樓之１
050 德朋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１７６號
050 川朋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６３４－２０號１樓
050 福圓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１２０巷２號



050 台邦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９１號
050 三采欣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七段３７６巷５２弄７號
050 永豐紙器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路１３０號
050 達隆國際物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１５５巷２號１０樓
050 瘋金剛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４８巷２６號７樓
050 新陞富上光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２號２樓之７
050 蓁愛養生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一段７９９號
050 力美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２８６巷２８號
050 偉城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８０巷２９弄３６號１樓
050 強生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６號２樓之２
050 中華大雄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１４１巷５號
050 普利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２３５巷１３１號８樓之２
050 昇暘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永福路一段２０７號
050 仲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１１１巷１１弄４號１樓
050 億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１０號１５樓之１
050 凱昕國際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１號３樓
050 鑫日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新北市鶯歌區高職西街８８號２樓
050 動力和弦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六街２７８號１樓
050 建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１３９號１樓
050 仲銘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二段８８巷２７號１樓
050 群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２２８號
050 秦宏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１３９號１樓
050 朋宸欣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玫瑰路６１巷３４號２樓
050 宜蘭縣中醫師公會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１４５號４樓之１
050 采泥藝術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１６０號１１樓
050 偉台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蘆興街４９之３號４樓
050 盛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７號１４樓Ｂ室
050 恆達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４１３號６樓
050 孝行人生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６７號１０樓
050 艾麗亞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８３號
050 友印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２０３號１樓
050 頡隆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三段１２１巷１１號１樓
050 茗陽燒腊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３１４號
050 爪娃島企業社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７２號１樓
050 松村壽司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２３６巷５號
050 哲欣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三街１５號
050 華斯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９２巷４１號２樓
050 信嘉誠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２０６號
050 嘉鎂汽車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四段８２號
050 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橋安街１５巷１號７樓
050 宜浩誠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北深路三段１３－２號
050 金（山＋成）電腦資訊行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一段１７號
050 柏德自動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莊敬路４１巷８號１樓
050 彰信汽車企業社 彰化縣芳苑鄉二溪路草二段５５１之１號
050 佳銳工程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街２３５號
050 師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５巷９弄１號４樓
050 南門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９４號
050 裕騰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永寧路３２巷１０弄２０號１樓
050 秘寶閣企業社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一段５號１樓
050 昇裕汽車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１８１號
050 臺北市私立大愛幼兒園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２１巷１５號１樓
050 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４３１巷３９號



050 坤齊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２號２樓之８
050 松逸工程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７３號５樓
050 廣盛汽車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６１３號
050 貝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５３７號２樓
050 台灣稻米產業研發館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２８５號
050 佳欣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１４８之１號
050 瑞辰五金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慶安路２８９號
050 崇翔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旗興路一段４０３巷１６號
050 會鍵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長興路１９號２樓
050 詠承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５巷９弄３號４樓
050 利冠玻璃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二段３－５號
050 雨詠昌有限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１９３巷６號３樓之１０
050 富達康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５１號３樓
050 裕章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吉林街１７號
050 久巨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１８９－１號
050 御恆達百貨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４０７號６樓
050 倍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４０７號２樓
050 鴻志塑膠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１２６巷３１號
050 韓購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１６１號
050 鉅警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５３０號５樓之１
050 爃熒珠寶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興民街１０號１樓
050 水瓶座企業社 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１２４巷２６號３樓
050 秉達整合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６７１號１３樓
050 飛豐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６１號２樓
050 采籐髮藝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１３５巷１０號１樓
050 欣瑪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２００號１樓
050 立霖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板路１８巷３弄１１號２樓
050 好寫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１１３巷３５號２樓
050 華筌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３１４巷１２號
050 必馬龍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７９號５樓之１
050 欣鴻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５３０號８樓
050 邑凡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５２號１１樓之１０
050 辰大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５２號１１樓之１０
050 彥樺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１９１巷３９號４樓
050 宇漾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５４巷１８號１樓
050 駿翔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１１號
050 捷升資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６７１號１３樓
050 飛行吐司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９８巷７６號
050 泰豐分裝場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二段３０２號
050 昊昇精密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路（利＋牛）頭山段１００８號
050 榮和牙醫診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８４號１樓
050 華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９８巷７６號
050 信益布行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３６號
050 傑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４０巷４８、５０號
050 泰谷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４０７號３樓
050 展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４０５號３樓
050 統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２５２巷７號
050 百分百商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８９１之１９號
050 桑妮亞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８３號１樓
050 台灣嬌娃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３２號
050 訢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鶯歌區西湖街２４３巷１號
050 仲強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１９號



050 唐時春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溪洲路１０１－１號
050 陞達電腦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４８巷５２號３樓
050 立宇資訊事務用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４８巷４８號３樓
050 大千出版社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８號７樓之２
050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４９８號７樓之２
050 丞雙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６５號８樓之５
050 合洋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員山里員山１３２之３９３號
050 元開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巨埔里２鄰小茅埔１３號
050 巨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埔鎮巨埔里２鄰小茅埔１３號
050 乾明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路３７５號
050 廣俱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二段２４３巷２號
050 富政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沿河街７４號
050 杜爾德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１２５巷２號
050 婇顏生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光路２１號１樓
050 醫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１７３號１樓
050 興婇顏生技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３６０－１２號３樓
050 韓食館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１３５巷３２號１樓
050 巨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１２０號５樓之７
050 海思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１４１巷１弄７號５樓
050 展翎科技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新泰路７６號
050 普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２３５巷１３１號８樓之１
050 寬柏家具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１３４巷６號１樓
050 千采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１４２號
050 巴伯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１４２號
050 祈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１２４巷６５號４樓
050 台朔建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日興一街２７號３樓
050 陞揚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日興一街２７號４樓
050 吉慶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１１２巷８號
050 大樂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大彰路一段５０巷１７０號
050 正旺通信行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８５－１２號
050 全海行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１９２號之１
050 池萱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１６巷７號
050 鴻業不動產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１０５巷６弄１號
050 擂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九分路３６６巷３６號
050 樂子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大彰路一段５０巷２２２號
050 宏盛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５９號１２樓之１
050 宜采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８８巷４０號
050 伊立省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田中鎮新工五路８號
050 利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德安街１５號
050 富霖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路二段８５３號
050 長毅農產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富民路１４５巷３５弄１８號１樓
050 東葉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４５號
050 寶柚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３２號之２
050 雅柏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９６－１號２樓
050 瑋宇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２２０巷１弄５號４樓
050 綺隆家具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三段１５６巷３６號
050 威鋒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二段１３８巷１弄２７－２號
050 建宏自動控制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２１８巷５９號
050 金泰吉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二段６４號１樓
050 明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二段６５巷２號
050 耀隆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大峰里麒麟巷３１１號１樓
050 弘展彩色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２７巷１３號３樓



050 若草生活商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６０巷２０號１樓
050 茗仁茶莊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１３８號
050 天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１１５號８樓
050 心中外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１５７號
050 筱草工坊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５１２－６號８樓
050 協泰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８３號２樓
050 仟峰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社頭鄉新雅路１－２５９號
050 鎮暘科技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２９３巷１號
050 翔富電鍍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永福路一段２０７號１樓
050 興錦鋼鐵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中央路３３７巷１１８號
050 力坊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浮圳路６９１巷６６號２樓
050 力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浮圳路６９１巷６６號２樓
050 金明德鋼鐵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九分路３４０巷１８４號
050 凱德斯安全部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永福路一段２０７號１樓
050 永明儀器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６６７號１１樓
050 弘郁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１８號３樓
050 力坊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浮圳路６９１巷６６號２樓
050 隆慶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３８９號
050 裕豐紙器廠 彰化縣社頭鄉湳底村湳底巷１３６號
050 宇宏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浮圳路３４３－２號
050 志整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五汴村五汴巷１８９弄２６號
050 東鋒彩色印刷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１１２－２號３樓
050 風格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１７巷２６號
050 聚利五金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心鄉九分路５８０號
050 信盛機車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正路５７號
050 一大營造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４１７巷１弄１２－１號
050 自由聯盟生鮮超市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５６號１樓
050 的傑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６號５樓之４
050 哈茶棧飲料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７３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修眉藝術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４０８號
050 鴻尚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路２２－１號３樓
050 海普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三段１５６巷２０號
050 魯川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２７３巷１６－１號
050 加丞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１４２號
050 安康藥師藥局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６８號
050 成欣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日興一街２７號４樓
050 詠盛食品行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３２巷１３８－１號
050 禾仲包裝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２１２號２樓之１
050 翔奕車業行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５４０號
050 全興聯合記帳士事務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２２０號１樓
050 敦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３０６巷５１弄５號１樓
050 新北市私立景馨護理之家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６３巷４１號
050 天之餃子專賣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２７４號
050 滿訂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１４６之１５號１樓
050 禾亞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２５巷５號１樓
050 台灣優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３０號
050 高頓莊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３２號
050 汪汪寶貝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３２號
050 巨石機械廠有限公司 新竹縣芎林鄉秀湖村山豬湖９８之５號
050 紳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３０５之２號
050 崴勝旅行社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貴和街２１號１樓
050 暉耀企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１１５－３號



050 帝王食品商行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路二段７０８巷５６號
050 蔡技企業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福一街１２９號
050 迪那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２５巷５號１樓
050 金射仕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５４巷１８號１樓
050 大翔通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６８號
050 侑祥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二段５２巷２０號１樓
050 宸玄企業社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３４１號６樓
050 航聯通訊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５３號
050 誠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１１路二段３３號２樓
050 安騰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１１路二段３３號２樓
050 立翊國際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３４０巷１５弄１０號１０樓
050 建元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區鄉安招路４５６之１號
050 恆伸實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仁德區土庫一街７１１巷６９８弄９８３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北投區湖山路二段４０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八里區華峰一街５７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２２５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富強路一段２巷３８０弄３３號
050 個人賣家 南投縣竹山鎮獅尾巷３０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５７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７１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萬華區萬青街２０４號七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４１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蘭州街１２４巷１０弄４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３０２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６３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７１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庫倫街４８之１號八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７１號４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４３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５４號１樓之１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３１２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５９巷３８弄２４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５７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路４６巷８－１號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大同鄉碼崙路３５巷１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四湖鄉（艸泊）子村（艸泊）子寮３３１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３００巷７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士林區福港街９１號４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１８８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６８號１６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７９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５５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１３３巷３５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大甲區水源路５４３巷２０號
050 個人賣家 花蓮縣新城鄉仁義街９１巷７樓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大同鄉碼崙路３７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１２２巷２弄２號
050 北港阿勇師春捲坊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１５９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路３４５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路３４５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北區大興街５９２號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礁溪鄉五峰路８９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１２９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西區大墩１１街１１９號
050 九宜精品實業社 臺南市安平區建平四街１８巷１８弄４０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一路７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烏竹北街２０巷３２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南一路３３號之７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永春街２０巷２１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２４６號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羅東鎮長春路５號
050 傳藝鄉村小棧 宜蘭縣五結鄉傳藝路一段５６巷９之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６３號之２五樓
050 林淑燕地政士事務所 臺南市善化區興華路２７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自由街６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４６６號之８
050 少爺眼鏡行 臺中市大甲區信義路１９１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水林鄉瓊埔８８號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一段２１１號
050 阿妹小吃熱炒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仁愛市場２樓
050 木森林傢俱工廠 臺中市后里區平安路７９號
050 精巧髮型美容店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１６９號１樓
050 甄時尚髮型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１００７巷１２號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路３３０巷７之２號１４樓
050 （水＋非）泫精品服飾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６８號２樓
050 采芳花藝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９０號
050 壹零壹參優閒生活站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１８９號１樓
050 陳合發碾米食品工廠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三段７５０號
050 鋒龍企業社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一段２５２號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五結鄉大眾六路２２８號
050 敬業無線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１７３號
050 靖運油漆 臺中市大甲區外埔路８６７號
050 能火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１３４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１１１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２１號之２１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１８９號
050 貝名頓羽球館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七鄰９２之２６號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１１號２樓
050 阿伯的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１１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萬華區萬青街１２９號５樓
050 中弘通訊行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９９９巷２０１號
050 新篇章咖啡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３８２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安定區新吉１２５之１６號
050 淑華小吃店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２５８巷５６之１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６３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永興路９１號９樓之１
050 倍昇動輪車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５３７巷３１弄２４號
050 尊任咖啡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２２９巷２１號
050 Ｓｗｉｎｇ舞逸專業肚皮舞團 新北市石碇區靜安路一段３３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５７號１樓
050 三和腳踏車店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５１１號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信義區教孝街９巷４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１號之５



050 彩虹林家飾 臺中市南區民意街Ｂ３６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３９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和平街５７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２０２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１００巷２１７號之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５號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仁愛區仁四路２６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２５３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５號之２
050 個人賣家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７６巷１９弄１４號
050 個人賣家 花蓮縣光復鄉佛祖街２２４號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２１號２樓Ｂ４７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一路９２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前鎮區嘉陵街７７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北屯區松明街１１６號
050 個人賣家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二十八街８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６８號
050 尚禾藥局 彰化縣二林鎮中山路２３０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３３２號５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街６２巷１１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街６２巷６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５巷２弄５０號１４樓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自強街３１０號
050 優嘉藥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１１７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３２０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７２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３１９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１７３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８４號
050 美奇造型屋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７４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４６９巷６５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苓雅區安康路６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２９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６３巷４１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２６５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４１７巷９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士林區葫蘆街２９巷３４號
050 佳伶工作坊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１６６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２０３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５５號
050 中妘生物科技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１４２號
050 泑儒婦嬰用品專賣店 彰化縣二林鎮建國路３８號
050 允誠汽車修配廠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一段３１０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４２４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三民路４２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６８０巷１８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８９１號之１９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８８之３號９樓
050 個人賣家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２６１巷６３弄１４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二段２０７巷２３２弄２０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１４１巷１弄７號５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１１２－２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７２巷１３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２５４號
050 大埔鐵板燒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５２號
050 熊谷火鍋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６３５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１１７巷２弄１１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羅東鎮建國路５５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１４２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８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６１３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６６８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８３號
050 直感精緻沙龍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６５號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４６３巷２８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４２９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文昌街８１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１１６巷３０號２樓
050 榮恩早餐坊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１１４號
050 日昇汽車保養廠 彰化縣二林鎮舊二路５１號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路４６３巷２８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一段５８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１６１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９４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５９巷３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４１－２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３４１號６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二段８９巷２弄３號１０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３６２號２樓
050 福源花坊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５５號６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內湖區金湖路４６巷７號５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３２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１１２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北投區實踐街３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二段５２巷２０號１樓
050 王家麵館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４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９１巷１７號６樓
050 吉安自助餐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４２８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５１巷３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龍濱路１７０號６樓
050 中國眼鏡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５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３８１巷１弄８號４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５２號１１樓之１０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２２２號
050 熊谷火鍋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６３５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１０２６號
050 冠品藥師藥局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１１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９４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８９１之１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９２９巷７弄２８號５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林口區寶林路１３號
050 有省錢丼飯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７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街６２巷２號６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１５４號５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安和路９５號４樓之１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１５８號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大溪區普濟路６０之２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一段１４５巷１１號
050 個人賣家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１６８號
050 個人賣家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４９－１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２２號
050 立暘機車行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１０６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１９７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建安街３３巷２４號４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１１６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５１巷３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５０７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８９１之１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２６９巷１８弄４號８樓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８４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６３４－９號４樓之５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土城區永寧路３２巷１０弄９－２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０８巷２６號７樓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員林市員鹿路１０３巷４９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４０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２３９巷７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１３巷４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２２２－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７８巷８６號６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９９巷１８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９９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１０８巷５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１巷２－１號５樓
050 魚多多自助餐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１５５號
050 劉義豐代書事務所 花蓮縣花蓮市中福路６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鶯歌區高職西街９６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３０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３２巷１１號２樓
050 個人賣家 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１１４巷５弄７號３樓之２
050 衣坊乾洗名店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６６號
050 個人賣家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２６５號１樓
050 周董新鮮茶飲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８７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７８巷１３號
050 民塑生活實業社 新北市樹林區太順街６２巷３弄１７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仁愛區愛六路２２號４樓之１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２５５號４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６７巷２０之１號
050 個人賣家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４５１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永和區民治街９７巷７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林口區寶林路１３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新莊區明中街４６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土城區南天母路６０－３號１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二街６２巷１３８號５樓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３００巷２弄１１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１８８巷１４號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仁愛區劉銘傳路４８巷９號３樓



050 個人賣家 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３５號３樓之２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路１０５號
050 個人賣家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４５－２號
050 個人賣家 臺南市永康區忠勇街４２號之１
050 個人賣家 臺北市萬華區長順街１４巷１６號
050 德鍵企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４８號
050 大準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３段８號５７６及５７７室
050 Ｑ　Ｂｕｇｅｒ泰山義學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１０１號
600 汐止農會供銷部 汐止區中正路106號2樓
600 沃田旅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27號
600 鮮菇到菇園 台南市麻豆區民權路91巷10之16號
600 個人賣家柑橘園 新竹縣峨眉鄉石井村3鄰43號
600 上鉅農場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一段411巷6號
600 信農無毒蔬果農場 新竹縣新埔鎮內立里5鄰官埔路雲東段663巷1號
600 花蓮豐禾自然生態農場 花蓮縣壽豐鄉路內395號
600 青峰有機健康農場 雲林縣水林鄉海埔村海浦65-6號
600 花蓮溪畔聯合有機農場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17鄰忠孝8號
600 双樺葡萄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一段512巷79號
600 双樺葡萄園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一段512巷75號
600 秝豪花生 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73巷108號
600 鴻通菇場 彰化縣溪州鄉尾厝村文化路282號
600 正福茶園 宜蘭縣冬山鄉刃山村溪心一路39號
600 添丁養生黑木耳 宜蘭縣冬山鄉大進村進興二路125巷56號
600 菇早味-特殊烘培冬菇 台中市新社區協成里興隆街92-1號
600 融梨芭樂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前庄巷23弄10號
600 南投清境高山高冷蔬菜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9附1號
600 靜園農場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59巷51號
600 大鵬灣上好蓮霧ㄚ良蓮霧園 屏東縣東港鎮下廍里131號
600 水流莊牧場 高雄市橋頭區興樹路成功向35號
600 享家蔬果園 高雄市元龜區新寮里三民路12號
600 和作農社有機農場 桃園市大溪區新峰里16鄰11號
600 周好小農場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里16鄰79號
600 長大有機農場 桃園市新屋區赤欄里八鄰80號
600 林回有機農場(江英元)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83號
600 旗山區農會第十五班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樹人路63-9號
600 棗健康有機農場 宜蘭縣三星鄉集慶村集慶2路18號
600 宜蘭縣南澳基因有機農場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33巷38號
600 綠希歸釋迦 台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662號
600 個人賣家大蒜頭 雲林縣東勢鄉復興村文化路5號
600 肯杜爾高山咖啡 台東市博愛路229號
600 高美有機農場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長野安心蔬菜園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南島秧滿田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58號
600 楊梅區蔬菜產銷班第9班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耕心田有機農場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棗樂子 屏東縣高樹鄉新南村大和路7-3號
600 芭樂專業戶 高雄市燕巢區鳳龍巷30-1號
600 語林有機農場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新北有機小農鮮舖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秀山小舖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路87號
600 李順茶工廠 南投縣竹山鎮延正路30-3號
600 尚蘋果園 台中市和平區平等里中興路二段53之19號



600 老莊有機農場 草屯鎮碧興路2段1003巷58弄15號
600 老王有機農場 台東縣鹿野鄉瑞源村后湖路45號
600 山頂壯圓 台南市東山區東原里7-13號
600 自健農園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新田有機農場 台東市豐田路32號
600 順伯紅心土芭樂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香氛花園生態有機茶園 新北市石門區茂林里坪林38-6號
600 香圓食品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市場36號
600 崇德溫室果園 彰化縣田中鎮大崙里大安路三段744號
600 花生什麼事 雲林縣元長鄉下寮村東興路220號
600 峰元玉山愛玉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778號
600 礁溪鄉蔬菜第四班藤結農場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路86-5號
600 名璟農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20巷3弄22號1樓
600 畦遊季農場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里5鄰22號
600 品峻蜂業坊 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巷)臨120之9號
600 南投清境霧龍茶葉蔬果農場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237巷55-4號
600 啡坊商行 南投縣竹山鎮育英路69號
600 鮮綠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西螺鎮振安路59號
600 鶴農園 雲林縣水林鄉水北村廟前路170-1號
600 好穀栗企業社 台東縣太麻里鄉鎂合村3鄰22號
600 景美茶園 台東縣太麻里鄉北里村森川179號
600 個人賣家農園 台南市東山區南溪李71-4號
600 山瑄璨有機農莊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272號
600 大樹區養蜂產銷班第一班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瓦厝街89巷31-3號
600 關廟鳳梨產銷班17班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東成茶葉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坪林區北宜路8段109號
600 鮮嫩有機農園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蔬菜產銷班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路口(希望廣場)
600 天然茶莊 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380巷30號
600 鹿野小農水果玉米 台東縣鹿野鄉瑞豐村新源路325號
600 天藍果園-專業草莓栽培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南昌路富民巷10之1號
600 綠色家園有機農場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芎蕉山25號
600 彰化區漁會供銷部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485號
600 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
600 旭美製茶所 南投縣竹山鎮坪頂里100號
600 欣欣製茶廠 新竹縣峨眉鄉富興村太平街8巷2弄16號
600 鵬鳳梨世家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31號15樓-2
600 和豆有機農園 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73巷33-13號
600 沛津品福田 南投縣埔里鎮籃城里2巷4-1號
600 言羽茶事 南投縣竹山鎮安山路48-1號
600 東山ㄚ宏有塊地無毒友善農坊 台南市東山區聖賢里北勢寮80-9號
600 可麗田可可農園 屏東縣萬巒鄉泗溝村永平路76號
600 幸福物語農場
600 慈良物語 彰化縣二水鄉民生路46號
600 彰化溪州胭脂芭樂 彰化縣溪州鄉圳寮村陸軍路6號
600 浚宇農場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272號
600 阿舍果園 嘉義縣竹崎鄉復金村白樹腳3號
600 琦香園曹書琦
600 樂活園農場
600 貴婦團(朱芷莉)
600 鮮吃霸燒烤 宜蘭縣礁溪鄉興農路196巷7弄8-1號
600 綠田農場



600 向青農場
600 新建成養鹿場 南投水里鄉永豐路72號
600 石崁湖農場 南投縣竹山鎮坪頂里坪頂路3號
600 林媽媽小吃
600 昇昌電料行 宜蘭縣礁溪鄉六結村3鄰中山路一段242號
600 自然律有機農場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中山路永久巷23號
600 個人賣家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村興農巷40號
600 個人賣家 雲林縣斗南鎮龍門街46號
600 清靜田 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溝頭巷56號
600 鳳梨銘 台南市關廟區埤頭里關新路二段51巷25弄1號
600 火山爆發雞美食 礁溪鄉礁溪路7段39號
600 宜心冷飲站 宜蘭縣礁溪鄉育才路2號
600 雙好鋁門窗行 宜蘭縣壯園鄉美城村大福路二段272號
600 探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宜蘭縣五結鄉四結村中正路一段116之1號
600 泓霖水電工程行 宜蘭縣員山鄉慈惠路25號
600 天下第一窯小吃部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三段42號
600 吳記花生捲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28號第2間
600 Fish pan
600 Chia
600 祥龍水電有限公司
600 奇立丹民宿
600 如意小吃店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路151號
600 金銘一汽車
60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礁溪鄉湯圍街1號
600 大家來自助餐
600 深溝仔民宿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深洲二路149號
600 真善美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03號
600 金通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3段5號
600 寶兒樂婦幼用品專賣店
600 武荖坑休閒育樂有限公司
600 美勝園藝
600 礁溪建材有限公司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1段157號
600 JJ
600 一隆建材有限公司
600 山田農產 台南市關廟區新光里北寧街109巷10號
600 小農的家 苗栗縣通霄鎮烏眉里60號
600 米食主義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61號2樓
600 皇廷養蜂場 南投縣中寮鄉永平路441-17號
600 回家作客
600 礁溪印刷局
600 宜富金棗果園
600 Java World
600 一群農夫.將軍山農場.魏宗淇 台南市白河區草店里10之81號
600 南投縣名間鄉果樹產銷班第一班 南投縣名間鄉南田路142-7號
600 後壁山小舖 南投縣中寮鄉廣興村頂城巷41-1號
600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 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11號
600 臺南市麻豆區農會農特產品供應中心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58號
600 關廟區農會農情奉禮館 台南市關廟區南雄路2段96號
600 臺南市安定區農會 台南市安定區安定里58號
600 臺南市官田區農會生鮮超市 台南市官潭區文化街23-2號
600 臺南市龍崎嶇農會供銷部 台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市子223號
600 臺南市白河區農會農民購物中心 台南市白河區三民路385號



600 台南市新市區農會生鮮超市 台南市新市區中興街14號
600 山上區農會生鮮超市 台南市山上區山上里238號
600 欣松製茶廠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276號
600 餅之鄉食坊 礁溪鄉德陽村中山路二段165號
600 昇園港式燒臘店 礁溪鄉大坡路47號
600 瑞麟美又美早餐(龍潭)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大坡路108號
600 頂好建材行 宜蘭縣礁溪鄉大坡路60號
600 榮運汽車企業社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三段350號
600 疇寶行 宜蘭縣礁溪鄉育英路160巷6-1號
600 戰車檳榔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路450號
600 水果行(四城火車站旁)
600 可留香西餅麵包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大坡路39號
600 個人賣家(自然純釀)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3段111巷9號
600 福哥石窯雞 宜蘭縣礁溪鄉白雲三路11號
600 個人賣家 台南市關廟區五甲里光復街55號
600 個人賣家 台北市平溪區新寮村新寮17號
600 新北市深坑區農會生鮮超市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8號
600 中寮鄉農會 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永平路190-1號
600 鹿谷鄉農會供銷部 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1段231號
600 礁溪鄉農會湯戀物產館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175號
600 臺南市下營區農會展售館 台南市下營區新興里中山路一段322號
600 基隆區漁會海產品銷售門市 基隆市中正路環港街5號A棟1樓
600 新北市平溪區農會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22號
600 臺南市東山區農會購物中心 台南市東山區東中里中興路1號
600 百合花苑 礁溪鄉中山路2段14號
600 鋒の漁村 宜蘭縣礁溪路4段111號
600 個人賣家 宜蘭縣三星鄉大隱中路333巷10弄5號
600 陳家當歸鴨 新北市汐止區長江街79巷5號6樓
600 個人賣家(火龍果)員山果樹產銷第19班
600 臺南市左鎮區農會農特產展售中心 台南市左鎮區榮和里62-29號
600 廣成茶葉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22之26號
600 廣源科技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大坡路29號
600 德祥中藥房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4段86號
600 學甲區農會供銷部 台南市學甲區仁得里華宗路315號
600 龍騰園林工藝企業社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路491號
600 魚池鄉農會供銷部日月潭紅茶館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441號
600 苗栗縣大湖地區農會農村休閒酒莊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2-4.2-7.2-8號
600 屏東縣內埔地區農會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平昌街1號
600 品綠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南港里6鄰南北坑46-3號
600 金橙意 嘉義縣民雄鄉松山村1鄰後山仔4號
600 三義鄉農會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80號
600 彰化縣大城鄉農會 彰化縣大城鄉東城村南平路256號
600 臺南市七股區農會 台南市七股區大埕里272號
600 台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265號
600 北埔鄉農會供銷部 新竹縣北埔鄉中正路56號
600 埔里鎮農會購物中心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6號
600 臺南地區農會供銷部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2段292號
600 新化區農會購物中心 台南市新化區民生路215號
600 鳳榮地區農會供銷部 花蓮縣鳳林鎮水源路8號
600 鈜景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三路西段71號
600 許家班糕餅舖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655號
600 台西鵝肉王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3段368號



600 公館鄉農會旅遊行銷部 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大同路266號
600 明權工業社 苗栗縣西湖鄉二湖村6鄰斧頭坑1-5號
600 麥時尚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91號
600 彰化縣大城鄉蕎麥產銷班第三班 彰化縣大城鄉上山村部仔巷3-6號
600 臺南市南化區農會 台南市南化區南化里128號
600 花蓮市農會 花蓮市國福里中山路2段1-3號
600 純青農場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2鄰山邊路二段58號
600 鼎勝養蜂場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480巷21號
600 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供銷部 花蓮縣光復鄉西富村中正路2段6巷10號
600 玉溪地區農會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179號
600 三媽臭臭鍋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4段221號
600 嘉義縣阿里山鄉農會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114號
600 雪見高山茶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9巷1弄32號
600 霧峰區農會農民購物中心 霧峰區中正里四德路10號
600 霧峰區農會行銷部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382號
600 個人賣家 南投縣竹山鎮坪頂路85-3號
600 上華農特產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48號之8
600 霧峰區農會酒莊購物中心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345號
600 立暉香菇農場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67號
600 樂禾烘培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220號
600 蔬果香樂園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稻香六街3巷6號
600 久盛農場 屏東縣崁頂鄉力社村鹽館路一之10號
600 九盛農場屏安咱糧 屏東縣崁頂鄉力社村鹽館路一之10號
600 友善種子實業社 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路88-1號
600 康樂街魚販 南館市場旁
600 御品葡萄 台中市新社區華豐三街101號
600 阿朗玻璃行 宜蘭縣礁溪鄉大忠路72號1樓
60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220號
600 臺中市大雅區農會 台中市大雅區中輕東路196號
600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供銷部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372號
600 台中市大安區肉品市場 台中市大安區大安港路541號
600 臺中市大安區農會 台中市大安區中庄里中松路6號
600 佬牛車果園 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172巷1弄19號4樓
600 個人賣家 南投縣竹山鎮延正里延正路41號
600 仁和鮑魚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路100號4樓之3
600 時間豆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39號4樓
600 林美頂瓜瓜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6鄰林尾路60-3號
600 銅鑼鄉農會 苗栗縣銅鑼鄉永樂路22號
600 阿耿的紅龍果
600 番社蔬果聯盟
600 堉豐農場 南投縣埔里鎮珠格里下湳巷21號
600 水里鄉農會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362號
600 台中市沙鹿區農會供銷部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31號
600 新化區農供銷部 台南市新化區民生路215號
600 荷鄉香蓮
600 臺南市仁德區農會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1136號
600 臺南市後壁區農會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97號
600 臺南市大內區農會 台南市大內區大內里9號
600 山上區農會生鮮超市 台南市山上區山上里238號
600 麻豆區農會生鮮超市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56號
600 竹南鎮農會供銷部 苗栗縣竹南鎮大營路93號
600 個人賣家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175號之1(礁溪鄉農會)



600 全豐煙酒商行 彰化縣社頭鄉忠義路729號
600 新北市三峽區農會農特產品展售中心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96號
600 柳營車業行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34巷3號
600 便宜之家 宜蘭縣頭城鎮開蘭路111號
600 宏品珍嚐香菇園地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希望廣場)
600 鄉菇香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希望廣場)
600 汐農供銷部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6號2樓
600 汐農推廣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2樓
600 汐農休閒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3段246號
600 汐農信用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汐農社后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12號
600 汐農橫科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26號
600 汐農白雲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汐農大新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40號
600 汐農中興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58號
600 汐農樟樹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56號
600 汐農大同分部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78號
600 夏水庫可麗餅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21號
600 個人賣家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希望廣場)
600 月祥暹有機紅龍果園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路北平東路(希望廣場)
600 江江蔬果園 台南市官田區東西庄里188之3號
600 銘芳之家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8樓
600 螞蟻好食工作坊 新北市樹林區太平路150巷11號1樓
600 新貴族的店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7巷14-4號3樓
600 一聲安中藥房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44號
600 秀豐黃昏市集-林昇華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19巷10弄5號2樓
600 個人賣家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央路二段20號
600 個人賣家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社斗路一段803巷127弄1號之2
600 陳家農舍 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90巷15號2樓
600 小小咖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3號
600 個人賣家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9-4號
600 咖啡農夫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3號
600 新村芳書院 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37號
600 巷仔口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93號
600 麻雀屋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76之26號
600 大嫂健康飲料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宜蘭縣員山鄉果樹產銷班第十九班 宜蘭縣員山鄉逸仙村大安路148之1號
600 東香咖啡 台中市東勢區東蘭路26-2號
600 第一鰻波工坊 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106巷28弄7號4樓之3
600 梨山華新果園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齡恩路19-1號
600 黑金咖啡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72號
600 66早餐店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66號
600 買不亭愛買團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瓅云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玉成輪胎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59號1樓
600 悟饕汐止中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38號1樓
600 美怡男仕理髮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256號2樓
600 切切果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ARTS Fresh inn阿福草輕食飲 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學虎台北藝術大學內
600 剉冰女王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云端綠色農場 台中市東勢區泰昌街212號
600 金香早餐店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3號



600 台灣黃金蕎麥有限公司 台南市玉井區中山路228號
600 躼腳香菇農場 台中市新社區中興嶺中興里169-29號
600 喜歡你美食餐飲美饌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10號
600 慶源服飾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王廷子燒雞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吉探爸爸商行 台中市大里區健行路68號
600 鈺祥科技企業社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3號1樓
600 囍朶農創 台中市梧棲區立德街310巷2號
600 個人賣家 台中市大甲區江南里東西六路一段217巷22號
600 藏山樁工坊 苗栗縣公館鄉館東村和東街35號
600 米娜早餐午坊 台北市北投區崇仁路一段77號
600 歐陽精品屋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次144號1樓
600 滿滿飲品三明治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萬通商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22號
600 詠芳裝璜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33巷12號5樓
600 舜承雜糧行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6號
600 浩鋼國際租賃(股)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523號1樓
600 食考房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好康南洋風味素食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好吃肉圓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29巷16號1樓
600 白雲福隆餐飲美饌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57號
600 玉鼎福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26之5號
600 欣姿服飾店 新北市汐止區民生街11號
600 銓聯汽車商行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美儒養生全素食店 汐止觀光夜市18號攤位
600 家農蔬果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第一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47號2樓
600 昕麻購購團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深坑臭豆腐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老圓環魯肉飯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大拇指鹽酥雞 汐止觀光夜市50號攤位
600 正宗圓環魯肉飯 汐止觀光夜市68號攤位
600 文譜開運養生館 汐止觀光夜市89號攤位
600 汐止觀光夜市41攤 汐止觀光夜市41號攤位
600 麗娥快炒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一家。麵食 汐止觀光夜市
600 大慶牛排 汐止觀光夜市59號攤位
600 佩君冰品•熟食 汐止秀豐市場33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17號
600 明龍商行 汐止秀豐市場
600 東山鴨頭 汐止觀光夜市6號攤位
600 功夫大帝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熊貓的店 汐止觀光夜市1號攤位
600 幸福甜點 汐止觀光夜市28號攤位
600 越南小吃 汐止觀光夜市7號攤位
600 田甜點心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真好味 汐止觀光夜市87號攤位
600 珍旭素食坊 汐止觀光夜市52號攤位
600 臺中市清水區農會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94號
600 皇龍果有機農場 希望廣場
600 黑白ㄍㄚ豆花 汐止觀光夜市47號攤位
600 洋洋甜品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林師父義大利麵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芋ㄋ一ˊ娃娃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40號
600 錢婆婆素食臭豆腐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餓呷麵 汐止觀光夜市70號攤位
600 蔡媽媽歡樂冰品屋 汐止觀光夜市71號攤位
600 豬腳將軍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62號1樓
600 台灣樂康活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98號
600 鹽酥妹 新北市汐止區保長路70號
600 錦精品屋 汐止秀豐市場
600 魯牛作坊 汐止秀豐市場
600 娃娃屋 汐止觀光夜市36號攤位
600 金豊八寶冬粉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83號
600 柑單生活汐止店 汐止觀光夜市31號攤位
600 連師父專修皮鞋、皮包 汐止觀光夜市55號攤位
600 長昇小吃店 汐止觀光夜市92號攤位
600 協辰起重工程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56號
600 政群冷氣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355號
600 九龍廣東粥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48號
600 馳鋒機車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62號
600 阿娥姐的治吆店 汐止觀光夜市35號攤位
600 香香無骨炸雞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56號
600 南洋美食 汐止觀光夜市27號攤位
600 Boom Boom服飾 汐止觀光夜市48號攤位
600 E世界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古早味豬腸冬粉 汐止觀光夜市17號攤位
600 名翔機車行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正香烘烤坊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個人賣家 希望廣場
600 阿良小館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46巷12號
600 鴻宇寢俱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06號
600 蓮心素食 汐止觀光夜市72號攤位
600 派德鳳凰酥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359巷5號
600 中興肉圓 中興市場B3攤位
600 健康素食麵線屋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281號
600 翠湖雞、蜂蜜 金龍市場54號攤位
600 肉饕涮涮屋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袁成通訊行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68號
600 福記鎖印行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66號
600 超級丟丟樂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萊聖翔點心鍋品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48號
600 阿呆鹽酥雞、燒烤 汐止觀光夜市11號攤位
600 沈家涼麵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86號
600 Nicole Hair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42巷19弄7號1樓
600 南揚五金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84號
600 大自然冰品飲料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阿榮肉圓 汐止觀光夜市77號攤位
600 歡樂城堡 汐止觀光夜市76號攤位
600 炒麵燴飯粥 汐止觀光夜市46號攤位
600 全盛機車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14號1樓
600 灶飯食堂 汐止觀光夜市67號攤位
600 宏德雜貨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10巷3號之1 
600 德恩堂中藥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10巷3號之1 



600 在地青菜攤 秀豐市場12號攤位
600 麗華米粉湯 金龍市場11號攤位
600 東鐵池上飯包康寧店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14號
600 阿圓雜貨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10巷3號之1 
600 柯子林小吃店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三段306號
600 明鴻小吃店 汐止觀光夜市15號攤位
600 宏億電器行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7巷9號
600 可樂屋小吃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阿忠農場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興路四段145號
600 賴賴友善耕作 希望廣場
600 春霖山園生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三光一街78號
600 漫漫農場 希望廣場
600 旺媽便當 汐止觀光夜市80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21號1樓
600 樟樹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3號
600 合味美食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18號
600 漾子髮型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42巷21號
600 李美豐百貨行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一段6號
600 金瑞製麵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阿美修改衣褲拉鏈 汐止觀光夜市33號攤位
600 品鍋美食坊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9號
600 福鍋美食坊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10巷3號之1 
600 73怕餓 汐止觀光夜市33號攤位
600 91號手工水餃店 汐止觀光夜市91號攤位
600 張家湯圓店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98號
600 美玫涼麵 汐止觀光夜市166號攤位
600 蘇家涼麵 汐止觀光夜市16號攤位
600 東區釣具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13號
600 奇蹟美而美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07號
600 賀呷羊肉爐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29號
600 富利西點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14號
600 挖寶 金龍市場4號攤位
600 阿郎的店 汐止觀光夜市86號攤位
600 音樂坊(康翔水電醫生)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風蘭美容工作室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65號
600 黃金雞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蛤蚵蜆專賣店 秀豐市場56號攤位
600 人緣 秀豐市場48號攤位
600 黑豬起 中正市場
600 高古早雞 秀豐市場74號攤位
600 觀光夜市65現打西瓜汁 汐止觀光夜市65號攤位
600 現宰溫體豬 秀豐市場79號攤位
600 莠莠蔬果 秀豐市場68號攤位
600 水森林美妍館 汐止觀光夜市29號攤位
600 牛羊炒麵燴飯 汐止觀光夜市66號攤位
600 大拇指零食舖,冷飲 汐止觀光夜市49號攤位
600 遊山玩水登山用品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423號
600 吉星檳榔 新北市汐止區橫科路322巷24弄6號之1
600 德記燒臘 厚德市場
600 秀豐德記燒臘 秀豐市場41號攤位
600 小矮婆素食館 汐止觀光夜市90號攤位
600 典新文具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41巷3號1樓



600 L.A HAIR SALON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50巷14號
600 許家雞鵝 秀豐市場152號攤位
600 易香油飯 金龍市場9號攤位(外攤)
600 功夫糕手 秀豐市場82號攤位
600 小籠包、中港式點心、飲料 秀豐市場32號攤位
600 超素複合式蔬食 汐止觀光夜市37號攤位
600 北山口羊肉爐 秀豐市場135、140號攤位
600 汐止宜蘭黑豬肉 秀豐市場35號攤位
600 茉莉亞服飾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六街5巷2號1樓
600 鮮吃韓式手作泡菜 秀豐市場4號攤位
600 榮蔬菜專賣 秀豐市場17、18號攤位
600 修改衣服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楓園緞帶花禮品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18號
600 尚介青蔬果行 秀豐市場110號攤位
600 鑫明毅機車行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24號
600 莊師傅義大利麵 汐止觀光夜市10號攤位
600 振暘五金行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167號1樓
600 烏丸1號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東方美早餐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1號
600 秀豐市場(11)放山雞熟食 秀豐市場11號攤位
600 東港生魚片 秀豐市場5號攤位
600 珍鮮 秀豐市場75號攤位
600 繞 生魚片 秀豐市場39號攤位
600 新鮮蔬菜 秀豐市場37號攤位
600 4134∞夢想家 秀豐市場66號攤位
600 明珠海鮮 秀豐市場146號攤位
600 阿宗豬肉店 秀豐市場133號攤位
600 志杰腸粉 汐止觀光夜市78號攤位
600 鍋品飲食店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128號
600 高平堂客家傳統米食館 新北市汐止區新昌路39-5號
600 蔥油餅,涼圓,菜燕 汐止觀光夜市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73-2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民族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7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38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吳鳳路71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新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21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鼎力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92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74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一路43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47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217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營北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12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301號
600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新庄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726號
600 松亭鐵板燒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12巷12號
600 生命樹養生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112號3樓
600 元順鎖匙刻印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6號1樓
600 愛琴服飾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74號
600 明月精品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山登雞鴨商 台東放山雞 秀豐市場131號攤位
600 汐止紅龜店 秀豐市場139號攤位
600 衣戀 秀豐市場109號攤位



600 肉圓、大腸麵線 秀豐市場77號攤位
600 邱記龍鳳腿 秀豐市場13號攤位
600 和撒那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產地直銷 大甲芋頭 秀豐市場107號攤位
600 生鮮黑豬肉批發零售 秀豐市場47號攤位
600 山東手工水餃 秀豐市場112號攤位
600 大雅哄炸雞 秀豐市場104號攤位
600 立筑美容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37號1樓
600 水返腳紅龜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99號
600 現撈基隆海產 秀豐市場24號攤位
600 人中之龍企業社(瘋桌遊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60號
600 天山旅行社 李美雪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51巷16號7樓
600 福興參藥行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77號
600 鵝肉周 秀豐市場19號攤位
600 宜家鮮蔬園 秀豐市場141號攤位
600 秀豐市場台灣手工水餃 秀豐市場2號攤位
600 烏哥甜不辣 秀豐市場130號攤位
600 Keep Dream Hair Salon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32號1樓
600 個人賣家 台北市南港區舊莊街2段225巷10號
600 阿宗肉羹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7號
600 青苗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42號
600 永強水果行(92號) 秀豐市場92號攤位
600 真英百貨商舖 新北市萬里區東澳路55號1樓
600 豪吃牛肉 金龍市場46號攤位
600 泉哥粿店 金龍市場64號攤位
600 基隆現撈魚活蝦 金龍市場63號攤位
600 黛夢都百貨 秀豐市場38號攤位
600 蘇.汐止在地黑豬肉 秀豐市場101號攤位
600 金鳳草仔粿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錢都涮涮鍋汐止宜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13號
600 安妮莎泰式料理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9號
600 養生健康站 新北市汐止區和平街46巷17號
600 黑狗兄國產肉店 秀豐市場49號攤位
600 山美香肉鬆 金龍市場15號攤位
600 德莉內衣店 金龍市場22號攤位
600 琴小籠包蒸餃 金龍市場8號攤位
600 阿琴油飯 金龍市場7號攤位
600 愛購便利綜合生活百貨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33號
600 楊家肉羹 金龍市場57號攤位
600 品伸茗茶 金龍市場24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阿發燒餅店 金龍市場149號攤位
600 阿婆大腸圈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廚師燒烤 秀豐市場1號攤位
600 海鮮人家 秀豐市場57號攤位
600 宜蘭龜山島69攤 金龍市場69號攤位
600 劉記小福包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
600 阿美麵攤 金龍市場26號攤位
600 阿麟水果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6號
600 207番排骨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公有零售市場
600 宋玉華養生粉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阿美素食 金龍市場25號攤位



600 放山雞 金龍市場58號攤位
600 鹹湯圓 金龍市場45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關西鎮農會供銷部 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10鄰6號
600 阿宏黑豬肉 金龍市場49號攤位
600 阿蘭鹹水雞 金龍市場79號攤位
600 娉水餃 金龍市場56號攤位
600 阿和黑豬肉 金龍市場76號攤位
600 查莉絲撥筋美容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23號2樓
600 連宗水果 秀豐市場150號攤位
600 春美命相、美容 金龍市場24、28號攤位
600 芳鄰美而美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42號
600 蔥油餅專賣店(秀豐26) 秀豐市場26號攤位
600 吉安康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11號
600 內衣訂作 金龍市場82號攤位
600 以馬內利 金龍市場72號攤位
600 采訊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47號3樓
600 羽匠寵物綜合生活館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9號
600 常滿樓餐坊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昌街27號
600 賓果賓果泡泡冰 汐止觀光夜市16號攤位
600 苙榮企業社 新北市汐止區橋東街19號2樓
600 廣誠藥師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22號
600 香香精品服飾 金龍市場18號攤位
600 賽門美食坊 新北市汐止區南昌街51號1樓
600 新世紀農藥行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南路96號
600 仙茶園 汐止觀光夜市45號攤位
600 林家進口牛羊肉 秀豐市場59號攤位
600 文山茶莊 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375巷11號
600 聿宏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106號1樓
600 台灣椰子大王 秀峰高中對面
600 611烏骨雞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611號
600 新華德幼兒園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50號
600 水餃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0號
600 長頸鹿美語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6巷41號
600 瑞翔商行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48號
600 連霸汽車美容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279號1樓
600 源興參藥行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22號1樓
600 十分寮黑豬肉 金龍市場12號攤位
600 素食手工芋頭丸 金龍市場22號攤位
600 5.8˚C涼麵 金龍市場58號攤位
600 蔡ㄟ鮮果 金龍市場50號攤位
600 巧宇花苑 金龍市場23號攤位
600 阿圳青菜行 金龍市場51號攤位
600 山姆蔬蔬 金龍市場39、40號攤位
600 花蓮正放山土雞 金龍市場31號攤位
600 天秀宮 新北市汐止區勤進路601號
600 米粉湯 金龍市場80、81號攤位
600 淮南豆腐、現煮肉焿、炸物 金龍市場4、17號攤位
600 語萱寢飾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26號
600 摩登寢飾 金龍市場14號攤位
600 華語領隊劉奇安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號
600 八盛日本料理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176號



600 謝南瓜 希望廣場
600 如是因早餐店 金龍市場40號攤位
600 裕和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4號1樓
600 黑貓古早麵 金龍市場35號攤位
600 秀玲服飾 金龍市場15號攤位
600 舞動奇雞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268號
600 東群車業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26號1樓
600 艾咪美妝美材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30號
600 強強滾生、熟牛肉 忠厚市場A079攤位
600 禎漁市 秀豐市場84號攤位
600 大漢燒烤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47號
600 橫科快炒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5號
600 黃家水果攤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27號
600 文文服飾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29號
600 金典麵包店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6號
600 呆呆雞肉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7號
600 邱家豬肉攤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45號
600 龜山島 秀豐市場93號攤位
600 風火輪車業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12號1樓
600 日日春叉燒雞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1號
600 飛宴餐坊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28號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87巷4弄6號
600 祥順水果行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11號
600 古早味雞蛋糕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8號
600 嘉真西藥房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6號2樓
600 楊燕服飾店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9號
600 阿義水果44號 金龍市場44號攤位
600 天祥藥局 新北市汐止區鄉友街31號
600 珍堡複合式早午餐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45號
600 金鑽水果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48號
600 力冠行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436號
600 益康健康綜合生活館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15號1樓
600 薑薑好麻油雞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昌路67號1樓
600 知足常樂養生館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84號
600 永和豆漿 新北市汐止區復興路24號
600 13號東海糙米雞 金龍市場13號攤位
600 維德文理語文短期補習班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119號
600 姊妹菜園 秀豐市場54號攤位
600 得銘水果 秀豐市場25號攤位
600 金樹海產 秀豐市場148號攤位
600 (81號)肉焿店 秀豐市場81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汐止觀光夜市29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秀豐市場51號攤位
600 小農之家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10號
600 陳家小農 台中市大里區大峰路293巷15弄2號
600 個人賣家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村盛興47號
600 金龍紅麵線 金龍市場6號攤位
600 北港蒜頭 秀豐市場106號攤位
600 海味蝦仁焿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56號
600 郭媽媽豬血湯、炒米粉、肉圓 金龍市場70號攤位
600 豪新鮮蔬果 秀豐市場123號攤位
600 廣東腸粉 金龍市場71號攤位



600 品珍肉鬆 秀豐市場108號攤位
600 阿賢豬肉攤 金龍市場42號攤位
600 小巷拾壹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11號
600 阿文甜不辣魚丸 秀豐市場122號攤位
600 阿芳什錦海鮮粥 秀豐市場43號攤位
600 小時候童裝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27-1號
600 三富手工饅頭 秀豐市場137號攤位
600 革麗特麵包鋪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136巷4號1樓
600 三味真火 中興市場
600 新北市坪林區農會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03號
600 新北市石碇區農會購物中心 新北市石碇區潭邊里碇坪路一段138號
600 淡水南瓜隧道 新北市淡水區屯山里石頭厝8-4號
600 聖德宮 新北市汐止區勤進路193號
600 富誠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三合路4段127號
600 宜蘭縣壯圍鄉農會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壯五路152號
600 曹記鹹水雞55號 金龍市場55號攤位
600 柯子林燒雞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06號
600 蘇家素食 忠厚市場飲食7號攤位
600 慶勝日式料理 忠厚市場生鮮4號攤位
600 海味餐廳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700號
600 一三五早餐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10號1樓
600 斗南土雞場 忠厚市場生鮮19號
600 巧恩文具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19巷8之2號
600 昊天嶺蔬菓行 忠厚市場綜合24號攤位
600 陳老師經絡工坊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7巷26號
600 本地新鮮牛肉41號 金龍市場41號攤位
600 阿娥肉粽油飯 忠厚市場飲食13號
600 蘆洲區農會供銷部本會行動支付專戶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29號
600 蘆洲區農會供銷部成功行動支付專戶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134號
600 蘆洲區農會供銷部長安行動支付專戶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17號
600 蘆洲區農會供銷部長榮行動支付專戶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392號
600 蘆洲區農會供銷部超市行動支付專戶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97巷32弄3號
600 鮮芝香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6號
600 國隆興專業鎖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79號
600 玉百利雜貨 秀豐市場156號攤位
600 水果大亨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窄巷湯圓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93號
600 草屯鎮農會雙冬辦事處
600 草屯鎮農會南埔分部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286-2號
600 草屯鎮農會芬草分部 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一段116號
600 草屯鎮農會虎山分部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390號
600 草屯鎮農會北勢分部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133-2號
600 草屯鎮農會新庄分部 南投縣草屯鎮芬草路二段405號
600 草屯鎮農會富寮分部 南投縣草屯鎮富頂路一段77號
600 草屯鎮農會供銷部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里草溪路1061號
600 草屯鎮農會農特產品直銷中心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90號
600 翠湖手工小吃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89巷157弄14號2樓
600 裕隆鐘錶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56號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91巷2號2樓
600 華興幼兒園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112號
600 富蓉豬肉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42號
600 海瑞冰茶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21之1號



600 阿義米食製品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40號
600 芳鄰早餐店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160巷1號
600 明毅機車行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41號
600 八寶火鍋丸子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汐天宮 新北市汐止區莊敬街88號
600 烘內實物銀行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二段230號
600 阿貴油飯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81巷15弄35號
600 卡日蔀絲服飾 忠厚市場A015攤位
600 華藏世界手染服飾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38號
600 卡米髮型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04號
600 忠厚綜合12號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7巷26號
600 多多龍有機農園 苗栗縣西湖鄉龍洞村7鄰張屋1-1號
600 省錢團購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10巷1號
600 布萊恩團購 新北市汐止區長興街1段36號
600 鎮興燒臘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06號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6巷45之1號1樓
600 阿國生鮮蔬果饅頭 秀豐市場117號攤位
600 輕鬆洗居家清潔綜合生活館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28巷2號1樓
600 蘇家鹹粥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57號
600 良心鮮果行 秀豐市場86號攤位
600 芙蓉塘服飾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42號1樓
600 立川有限公司 台中市外埔區三崁里甲店路三段659號
600 有成業務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三合里龍善二街63號1樓
600 橘子、葉子造型設計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128-4號1樓
600 念意蔬果行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
600 微思時上衣舖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30號
600 東盈精品 新北市汐止區信義路19號
600 秀峰快炒 新北市汐止區秀峰路7號
600 Lulumi Spa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137巷9號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伯爵街39巷12號
600 魏麻辣手作臭豆腐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58號
600 陳家美食小吃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36號1樓
600 華一生鮮雞肉 忠厚市場A0112號攤位
600 源香麵食館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96號
600 FUN心又開胃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07號
600 中正市場臨38號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06號內
600 美麗精品服飾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
600 五牛牛肉麵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
600 沁恩素食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260號之4
600 好口味熱炒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6號1樓
600 世將海鮮城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607號
600 汐止中心液晶電視 新北市汐止區福安街20巷11號
600 桃園市航空城靈糧堂基督教會 桃園市中壢區洽溪路95號
600 鳳榮地區農會生鮮超級市場林榮分部 花蓮縣鳳林鎮林榮里9鄰212號
600 鳳榮地區農會生鮮超級市場萬榮分部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里長橋路119號
600 鳳榮地區農會豆奶工廠 花蓮縣鳳林鎮水源路8號
600 西蓮淨苑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211巷31弄11號
600 同益活雞
600 振和商號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213號
600 美慧青菜攤
600 好了啦 汐止新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14號
600 名家滷味 中興市場



600 內湖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47號
600 丹妮髮型工作室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28巷8號
600 JOAN美甲工作室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47號2樓205室
600 訪客咖啡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29號1樓
600 36號竹筍 秀豐市場36號攤位
600 1788新舊店 金龍市場3號攤位
600 小欣生鮮蔬果行 秀豐市場73號攤位
600 包先生傳統美食 秀豐市場142號攤位
600 在地菜農(2) 秀豐市場2號攤位
600 快熱炸 秀豐市場53號攤位
600 明顯養蜂場
600 芳群鮮花店 秀豐市場16號攤位
600 阿宏鮮魚號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48號攤位)
600 個人賣家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20號
600 黃家甜甜圈 秀豐市場29號攤位
600 福哥現撈海鮮 秀豐市場20號攤位
600 頡品燒烤 秀豐市場
600 寶島滷味 秀豐市場60號攤位
600 自種自售蔬菜、草仔粿 秀豐市場52號攤位
600 原新
600 乾果、冷飲 秀豐市場118號攤位
600 阿平雜貨 忠厚市場A49攤位
600 香蕉龍
600 就愛鮮肉舖 忠厚市場A20攤位
600 阿嬤a大腸麵線 新北市汐止區新昌路12號
600 牧之旅服飾 金龍市場19號攤位
600 鄉村客棧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1之3號
600 北極星1號 宜蘭縣礁溪鄉玉田村茅埔二路126號
600 永發鄉品社 宜蘭縣頭城鎮頂埔里埔里路一段146號1樓
600 雅美精品服飾 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彰鹿路7段543巷9號
600 義麟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58號14樓
600 蕙彩藝樹廷 彰化縣福興鄉中村橫圳巷18-1號
600 宜蘭頭城區漁會 宜蘭縣頭城鎮烏石港路168號
600 醒獅莊園咖啡 苗栗縣獅潭鄉新店村2鄰小東勢7之13號
600 官老爺休閒農場 宜蘭縣壯圍鄉新南村霧罕路3號
600 宜蘭市農會健康生活館 宜蘭縣宜蘭市小東路6之1號
600 社團法人臺中市粒粒米救助協會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226號
600 鳳榮地區農會稻穀場(轉帳) 花蓮縣鳳林鎮仁愛街26號
600 羅東鎮農會購物中心(轉)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1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