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名 地址/網址 類別

（日＋正）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松山門市店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５９巷１９號１樓 玩具及娛樂用品

２２ＴＭ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連雲街４－５號地下層 精品店
３３Ｌａｄｙ 40300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６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５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ｓ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二段３６號１５樓 服裝配件
６１手作料理坊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新埔里９鄰同安街８２號（１樓） 餐廳
８４－Ｂｕｒｇｅｒ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８４號 餐廳
８５度Ｃ興大圓廳店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餐廳
９８９薑母鴨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內溝里康樂街２０４－２號１樓 餐廳
ＡＬＬ　ＰＡＳＳ　複合式餐廳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餐廳
ＡＭＡＮＤＡ造型沙龍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豐東路２１３號１樓 理髮美容
ＡＳＩＰ　ＷＩＮＥ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４段９７巷２弄１３號１樓 酒店，夜總會
ＡＳＩＰ　ＷＩＮＥ（微風信義）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６８號４樓 酒店，夜總會
ＡＳＩＰ　ＷＩＮＥ（微風南山）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１７號７樓 酒店，夜總會
Ｂａｇｒｕｎ貝格朗－機能背包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８９號２樓 一般商店
Ｂｉｄａｌａ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泉州街９巷１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Ｂｏｎｂｏｎｓ 40400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５６號 鞋店
ｃｃ１６ 32000桃園市中壢區興國里愛國路６０巷３１號 裁縫刺繡
ｃｅｍａｓｋａｋａｎｅｎ 60000嘉義市東區朝陽里民族路１２３號１，２樓 速食店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ａｕｔｙ美髮美學 25100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２９號 理髮美容
ＣｈｒｉｓＤａｎ 83000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文南街５３號２樓 化妝品
ｃｏｍｍｉｎｇ　ＢＲＡＮＤ 20000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５０號１樓 男裝
Ｃｕｐｐａｖｖ 40300台中市西區忠明里博館三街１０３號 餐廳
Ｄｉｃｋｉｅｓ 51000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１１鄰民權街４３號１樓 一般商店
ＤＯＵＢＬＥ４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龍泉里師大路５９巷９－５號 男裝
ｄｏｕｄｏｕ 70000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１８９號６樓 服裝配件
ｄｏｕｄｏｕ台南店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１８９號 服裝配件
ｄｏｕｄｏｕ富錦二號店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３４８號 服裝配件
ｄｏｕｄｏｕ富錦店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３５２號 服裝配件
ＤＴ創意商品 84000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學城路一段１２號１２３廣場Ｂ１Ｆ３３ 玩具店
ｅａｒ．ｔｈｅ．ｙｅｎ 33800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４５６號之１ 藝品店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宇落 25300新北市石門區富基里１３鄰楓林６４之１號 速食店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ｉｚｚａ 30200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高鐵二路６５號 餐廳
Ｆｕｎｋｉｎｇ桌遊概念輕食館 70100台南市東區圍下里青年路３７８號 餐廳
Ｆｕｎｋｉｎｇ桌遊概念輕食館 70400台南市北區大仁里北門路二段１４３號１樓 餐廳
Ｆｕｎ牛班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１１巷１號之１ 玩具店
ｆｕｗａｒａ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４１９號１樓 家具設備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ＯＵＳＥ精品咖啡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７５巷３號 餐廳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ＯＵＳＥ精品咖啡 40300台中市西區公民里五權西一街７５號１樓 餐廳
Ｇｏｏｄ　ｆｏｒｍ　好造形 41300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光復新村新生路１１６號 家具設備
ＨＣ　ＳＴＯＲＥ 71000台南市永康區廣興街３８巷２５弄３５號 一般商店
ＨＯＭＥ　ＳＨＯＰ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２２號１樓 服裝配件
Ｉ　ｖｉｔａ　ＰＡＳＴＡ　義式廚房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民光東路１０３號 餐廳
ＩＢ－ＭＡＮ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２７．１２７－１號 男裝
ＩＢ－ＭＡＮ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５０巷１２號１樓 男裝
ＩＮＤＥＸ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１９８巷４７號１樓 超級市場
ｉｐｈｏｎｅ收購中心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通安里通化街１０８號 傳真服務
ｉｓ義式餐廳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里大學路２２巷２號１樓 餐廳
Ｉｔａｌｉｎｏ 40200台中市南區積善里興大路１４５號圓廳２樓 餐廳
ＪＡＪＡ　ＴＥ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30200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三路９號１樓 餐廳
Ｋｅｌｌｙ　Ｋａｔｅ　Ｂｏｕｔｉｑｕｅ 11100台北市士林區華榮街２８號 一般商店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ｔｏｒｅ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１４６號３樓 一般商店
ＬａＬａ義魔坊 40200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１２１號 餐廳
ＬＧｌ親子大小事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７３號民藝館２樓 到府行銷
Ｌｉｌｌａ　Ｆｅ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１１５號９樓 一般商店
Ｍａｇｉｃ 70000台南市中西區萬昌街１５７號 一般商店
Ｍａｒｉ３ｃ手機館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５１號３樓 電腦周邊設備
Ｍｅｊｕｌｙ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１４８號４樓之３ 一般商店
Ｍｉｄｏ飾品配件商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４８號２樓 化妝品
ＮＮ　Ｔｈａｉ　Ｔｈａｉ 43400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００３鄰台灣大道五段３巷６２弄２２號１樓 餐廳
ＮｏｏｄｌｅＭｉｘ禮面作 70100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４４巷５５號 速食店
Ｏ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１３２號１樓 服裝配件
Ｐａｔｔｉ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平德里綏遠路二段８之２號１樓 裁縫刺繡
ＰＥＡＣＨ　ＰＥＡＣＨ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１６巷２０號１樓之１ 一般商店
Ｐｉｃｋｅｒｓ古董設計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１０５巷４－６號 古董店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Ｂａｂｙ 32400桃園市平鎮區大興街１０號 一般商店
ＲｉｓＫｈｏｍ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１７５巷５號１樓 一般商店
ＲＯＯＴＯＴＥ　ＧＡＬＬＥＲＹ－芝山店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里福華路１６０號１樓 服裝配件
Ｓａｆｅｔｙｌｉｔｅ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后庄七街１３６巷４５號 一般商店
ＳＤ髮藝造型小漾店 24300新北市泰山區義仁里明志路二段１３１號１樓 理髮美容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ＬＯＯＲ　Ｃａｆｅ 30000新竹市東區新莊里新莊街２１２號 餐廳
ＳＨＯＵＨＯＮＧ首宏 43900台中市大安區東安里南勢厝路１２９巷２６號１樓 速食店
ＳＴＯＶ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９０號１樓 服裝配件
Ｓｕｂｗａｙ士林劍潭店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５５巷２２號１樓 速食餐廳
Ｓｕｂｗａｙ大安捷運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３０巷５號１樓 速食餐廳
Ｓｕｂｗａｙ中山捷運站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５２－１號捷運地下街南段（中山地下街Ａ１５店鋪）速食餐廳
Ｓｕｂｗａｙ忠孝中山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３號１樓 速食餐廳
Ｓｕｂｗａｙ忠孝重慶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光復里忠孝西路１段９８號１樓 速食餐廳
Ｓｕｂｗａｙ新北投店 11200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４１號１樓 速食餐廳
Ｔａｉｗ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工會
Ｔｃｃｋｉｔｃｈｅｎ真的廚房 24800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一段２１４號４樓 餐廳
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ＣＲＩＥＲ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７６巷７號１樓 一般商店
ＴＮＥ自然元素 80400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信路３３５號８樓 一般商店
Ｖ　ＳＨＯＷ　ＳＡＬＯＮ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黎明里許昌街２號２樓 理髮美容
ＶＧＢ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１７９號 一般商店
Ｗｅｅｅｅｅｅ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２７９號 裁縫刺繡
Ｗｈｏ’ｓ　ｃｏｆｆｅｅ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餐廳
ＷＩＮＧＥＤ　ＶＩＣＴＯＲＹ 83300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民族路２－２號 服裝配件
ｗｏｏｄｓｔｕｃｋ 20000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３６號 服裝配件

共通QRC特店名單(依店名排序)：



店名 地址/網址 類別

共通QRC特店名單(依店名排序)：

Ｙ　爸　ㄟ　水煎包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４３０號 餐廳
ＹＰ燈飾彰化員林店 51000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市南平里員林大道５段１１０號 家具設備
ｚｅｋｅ韓國服飾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１６３號 服裝配件
ＺＳ韓系服飾 40400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路３１號３樓 一般商店

81400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南路１００巷２６弄２號１樓 速食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３４５號 餐廳

一九八八國際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８４９號 各式鞋類
一九八八國際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３５６號 各式鞋類
一九八八國際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２３６號 各式鞋類
一六八眼鏡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１６８號 眼鏡零售業
一午一食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光復街１７７號１樓 食品、特產零售 
一念文創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５８巷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一美假髮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武里忠孝東路四段９７號２樓 假髮店
一美假髮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５４－２．５４－３９．５４－４０號１樓 假髮店
一哩路國際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４９８號１４樓之９ 一般商店
一起趣企業社 70200台南市南區西門路１段４９３號２樓 桌遊買賣
一番館精品店 70000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５２號一樓 男性服飾業
一園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裕民街２０號 陶瓷、花瓶、茶具、荼葉買賣
一鴻銀樓 91200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１５７號 銀樓
乙汎國際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６段２６４號３樓 服裝配件
乙彤 24400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２段５１０號７樓之５ 速食店
丁山肉丸 40000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３７０號 餐廳
七棵橡樹國際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２２號１１樓 一般商店
九江味屋 11400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３８４號 餐飲業
九族飯店 95400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１１鄰溫泉路３１２巷２號１樓之６ 旅館
九龍灣會館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門里成都路２７巷８之１號 酒店，夜總會
二十七又三分之一烘焙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WEI e-commerce
二空眷村小館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５５巷１４號１樓 餐館
人人汽車音響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１２２、１２４號 汽車音響買賣及承裝業務等
人形町玩具行　 80100高雄市前金區榮安街３３號１樓 玩具
八八菸酒水專賣店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光復路４４３號１樓 菸酒批發
八方輪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４段２２０巷４１號 汽車輪胎保修廠
八方輪業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一段４４２之１號１樓 輪胎進出口批發零售
八方輪業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１１３６之１號 汽車輪胎保修廠
八百金股份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４１－１號 茶葉批發零售
八個比爾８ｅｅｒ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埤頭里安東街４－２號１樓 餐廳
八條王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１３３巷３號１樓 麻辣火鍋
八號童裝有限公司 43300台中市沙鹿區洛泉里日新街６１巷１號１樓 童裝販售
八鼎炭焙茶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１９７之１號１樓 買賣茶葉
力得輪胎行 70900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４段２８８號 汽車輪胎零售,維修
力喜物網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each168.com/ e-commerce
力華國際汽車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８段２３０號 汽車維修
力賦國際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旺盛街２６號 嬰幼童服飾
力麗明池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514/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力麗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 e-commerce
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 e-commerce
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力麗哲園花蓮分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 e-commerce
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日潭館分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 e-commerce
力麗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月潭館分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 e-commerce
十方企業社 60000嘉義市西區蘭井街２４６之１號１樓 各式簡餐及飲料
十字軒糕餅舖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６６、６８號１樓 西點麵包餐點
十信鐘錶眼鏡行 62200嘉義縣大林鎮中山路５５之３號 各類眼鏡零售鐘錶維修
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宮後街１５號 文教.樂品.服飾批發及零售
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71700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３２６號 文化藝術表演活動及餐館
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82500高雄市橋頭區橋南里糖廠路２１號 文化藝術表演活動及餐館
十鼓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82500高雄市橋頭區糖廠路２４號 文化藝術表演活動及餐館
十德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２８８號 港式飲茶
三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1300台中市霧峰區南勢里峰東路２６８號 食品
三貝德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６０９巷２號５樓 教育服務
三奇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八段２巷１９４號１樓 速食店
三果服飾行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三和二街１９號１樓 外國精品服飾
三采通訊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何成里大墩路９４７號１樓 通訊器材
三重江月行館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５９８號 旅館住宿
三重江月行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idua.com.tw/?hotel=ba232c53-09a6-11e9-a831-5cf3fcb5de68&arrival=2019-04-26&departure=2019-04-27e-commerce
三集餐飲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３７９號 江浙菜
三葉小吃部 95000台東縣台東市民權里中山路１５２號１樓 餐飲
三燁科技有限公司 32400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１５１號７樓 氫美氧生機(代理銷售)
上仁茶業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信義街８７號１樓 茶業買賣
上雋建設有限公司 42900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４２１號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上雋建設有限公司 43600台中市清水區清水區中山路８８號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上霈商行 80200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１４８之６０號 服裝零售
上璟商行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永春路７１號１樓 服裝配件
久六企業社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７６６號（１樓） 菸酒零售
久弘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５段５號（６樓６Ｅ１５室） 服飾批發

凡登男仕禮服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１７３號（１、２Ｆ）、１７５號（

１、２Ｆ）
西裝訂製

凡登食品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１６５號１樓 日式餐點
千巧谷牛樂園有限公司 63700雲林縣崙背鄉羅厝村東興１８２－３２號  麵包蛋糕
千巧谷企業有限公司 63700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建國路２８號１樓  麵包糕點販售
千好佳企業有限公司 63800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山路２７２號１樓 麵包糕點販售
千百合企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３３號１樓 服飾銷售
千百合企業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２７０巷１弄２號（前間） 服飾銷售
千百度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１００７巷１９－１號１４樓 旅行社
千佑興業有限公司 24900新北市八里區米倉里龍米路二段８８－１號６樓 一般商店
千琦服飾店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府前街１４４號 女裝服飾精品
千裳名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文盛里羅斯福路三段２４４巷１０弄１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土城飯店 23600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２２３之４號１－２樓及２２３之５號３－５ 旅館住宿
士東市場－ＭＤＨＪ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Ｓｔｏｒｅ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２１８號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吳采縈－采縈小舖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４１攤） 傳統市場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WEI
http://www.reach168.com/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514/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
https://idua.com.tw/?hotel=ba232c53-09a6-11e9-a831-5cf3fcb5de68&arrival=2019-04-26&departure=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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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東市場－林昕彤－璦蜜小品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１６９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林彥均－尚寶玩藝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林麗玲－冰美人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５６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徐美惠－１２３餃子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５號攤位）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郭碧娟－阿娟水果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１２０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陳仕培－士東牛肉莊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６３號攤位）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陳沛清－采星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１９８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陳秀玉－可麗葉服飾精品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２１３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陳林季盈－五金百貨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４０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楊雅菁－豆工坊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１樓５５號攤位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劉麗華－ＬＩＬＹ的店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２２４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蔡世珍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０５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蔣玉華－歐雅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１９１室 傳統市場
士東市場－鄧樹人－潔西卡童裝女裝精品服飾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１００號２樓（２００室） 傳統市場
士林市場－許芳榕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１５７號６０號之１１４號攤位 傳統市場
大大寵物旅館 22100新北市汐止區智慧里汐萬路一段１９號１樓 餐廳
大丰國際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https://www.ant9999.com/ e-commerce
大文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42000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４２號１樓 國內外觀光旅遊
大日嘉全球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４１號５樓之１０ 速食店
大正機車行 62100嘉義縣民雄鄉山子腳１０７號１樓 各類廠牌機車販售及維修
大同亞瑟頓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７３號 酒類批發及零售
大地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GAI e-commerce
大安九號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２７巷９號
大和旅行社 70000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１４號２樓 旅行社
大昌滷味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大昌二路５１８號１樓 速食店
大昌滷味店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大昌二路５１８號１樓 速食店
大東旅行社有限公司 81100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１９０號１０樓之７ 旅行社
大東暉國際鐘錶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７１號１樓 鐘錶買賣
大長龍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９巷１４號１樓 餐廳
大俠綠豆沙牛乳 51000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中正路２２０號 餐廳
大乘貿易洋行 40400台中市北區陜西路９８號１樓 進口名牌服飾及配件
大唐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９７巷１２號 刮痧器具、精油及高山茶業等
大家好食品行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２５８號 食品什貨.飲料
大家好食品行 26000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３號（宜蘭酒廠甲子蘭酒文物館內） 食品什貨.飲料
大展居紅木館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市後街３０號 木雕藝術品
大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400台南市新市區中山路６號 速食店
大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40000台中市中區中山路１７２號１樓 旅行業
大野山雞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文寧街３３０巷１號１樓 速食店
大溪山水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3500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２５３號 美食餐飲
大鼎活蝦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op-d.com.tw/ e-commerce
大嘉商會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１５１巷２７號１樓 餐飲及食品、罐頭銷售
大福製物號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松河街３８號７樓之３ 藝品店
大銘新旅行社 42800台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５４１號１樓 旅行社
大廣場眼鏡店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景美里羅斯福路６段２４２號 眼鏡，光學儀器商
大慶鐘錶行 32000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１８８號１樓 鐘錶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www.greattree.com.tw e-commerce
大蕭邦樂器行 80700高雄市三民區鼎盛里鼎金後路５１０號１樓 公眾遊戲區
大曜觀光旅行社 80600高雄市前鎮區管仲南路３６０號１．２樓 旅行社
大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４６１號２樓 化妝品批發業
女人衣櫃服飾店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埔２街３２號 服飾
女神婚紗禮服旗艦店 33300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１６３號１３樓之３ 一般商店
子翊創客實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新聚里東興路１２號 餐廳
小犬寵物店 20000基隆市仁愛區新店里忠二路２５號１樓 寵物店
小米企業社 http://www.behere.com.tw/ e-commerce
小乖跑馬路運動社 82900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３３號１樓 運動服裝、鞋類及配件零售
小帥有限公司 www.smbuyforyou.com e-commerce
小星星牙醫診所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５６號７樓 牙科診療
小島遊初張嘴餐飲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１段２８０號１樓 餐廳
小貴婦衣櫥 62100嘉義縣民雄鄉中樂路９２號 服裝零售
小意思ＢＡＲ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１３－１號１樓 餐廳
小團圓小吃店 81300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５２號１樓 眷村私房菜餐廳
小豬漫步手作廚房 63000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民權路２９號 義式餐點
山上的蔬食野菜選物火鍋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３７－３號 餐廳
山姆大叔企業社 55500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化巷４１號 咖啡簡餐
山海屯股份有限公司 71200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３６４號 蜜餞、果乾銷售
山海屯股份有限公司 71200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４３９號 白米、米製品銷售
山茱旅行社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１３０巷１８弄１９號１樓 旅行社
山淬有限公司 www.blackshark.com.tw e-commerce
山富國際旅行社中和分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７２２之２號１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中壢分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３９８號２樓－１２樓－２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台中分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２８５號６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台南分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南華街１０１號６樓之１、之２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宜蘭分公司 26000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２１２號１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板橋分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１號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林口分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２４０號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８５、８７號４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８５、８７號４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桃園分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９０６號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高雄分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６３號１０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基隆分公司 20000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２３５號１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新竹分公司 30000新竹市北區北大路１６８號８樓之１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嘉義分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新民路７８８號１樓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彰化分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４１０號 旅行社
山富國際旅行社羅東分公司 26500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１９５號１樓 旅行社
山牌 25100新北市淡水區新義里中山北路一段３５號３樓 藝品店
山塔服飾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１８５號 服裝配件
山豬王香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２３５號 速食店
川圓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溫州一路３６號 日式料理餐廳
不拔毛時代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１３２巷２１號３樓之２ 藝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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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累本舖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onotired.com/index.php? e-commerce
中弘輪胎行 70400台南市北區賢北里中華北路１段５９號１樓 汽車保養、輪胎銷售
中正橋頭眼鏡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２８５號（１樓） 眼鏡零售業
中村文御手作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８０號１樓 速食店
中東創意料理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６段９３號１樓 炭烤創意料理
中欣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lazahotel.com.tw/ e-commerce
中南五金有限公司 73000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二段９９６號１樓 各類五金零件批發零售
中科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zkhotel.com.tw e-commerce
中美牌工作室 70200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６８９巷３１號 服裝配件
中租汽車－中壢中華站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２段４３，４５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中中港站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３段８２８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中高鐵站 41400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２６號２樓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中綠川站 40000台中市中區綠川東街３４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北大橋站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３段３１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北公館站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５段５７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北松山站 11500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４段８６９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北美麗華站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１６６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東站 95000台東縣台東市新站路２４７號１樓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台南北門站 70400台南市北區北門路２段９９，１０１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左營高鐵站 81300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４００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宜蘭站 26000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１３１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花蓮站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４１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桃園中山站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４２３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６２號５樓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即時信託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６２號５樓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附駕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６２號５樓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高雄三多站 80600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２５８之１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高雄航空站 81200高雄市小港區中山４簬２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新北三重站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３段６４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新北中和站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９０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新北板橋站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板新簬１９１號 汽車出租
中租汽車－新竹中華站 30000新竹市東區中華路２段２２７及２７９號 汽車出租
中國青年救國團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２段６９號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屏東縣團務指導委會 90000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８０－１號 教育服務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屏東縣團務指導委會 900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４５０號４樓之１ 教育服務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新竹團務指導委員會 30000新竹市北區演藝路２３號２樓 教育服務
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嘉義團務指導委員 60000嘉義市東區北門里忠孝路３０７號 教育服務
中捷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２９１、２９３號２樓 旅行社
中華大車隊 42700台中市潭子區大豐一路３００－８號 轎車巴士機場接送
中華民國國立中興大學精密工程研究所所友會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９樓６２４室 教育服務
中華海峽兩岸文化教育協會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７６７號１０樓之５ 工會
中華衛星大車隊 42700台中市潭子區大豐一路３００－８號 轎車巴士機場接送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育服務
中福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26600宜蘭縣三星鄉大隱８路３６７號１樓 煙酒專賣
中興大學實習商店 40200台中市南區積善里國光路２５０號 速食店
丹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80400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館路８３號 餐廳
丹尼斯飲料店 11200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５３８號 飲料零售
丹妮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500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東隆路２４７號 化妝品
丹居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１５４號 旅館
丹迪旅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peiinngroup.com/hotel/reservation/reservation.php?hid=109 e-commerce
互霖企業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２段１號 免稅商店
五方食藏生活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akefive.com.tw/ e-commerce
什麼鬼商行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４１巷６之１號 服飾業
仁捷企業行 70900台南市安南區理想里海佃路２段１８２號１樓 汽車服務
仁醫生技有限公司 http://goll.tw/index.php/contact_us/index e-commerce
今埔里大飯店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430&lg=ch e-commerce
元力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４段２７０號５樓 電腦周邊設備
元生連鎖保健藥局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大業里大墩路９２２號１樓 藥品零售
元生藥局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９６０號 藥品零售
元亨股份有限公司 www.sf.com.tw e-commerce
元味小子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３８號１－３樓 餐廳
元氣蔬食有限公司 www.yasaimura.com.tw e-commerce
元泰竹藝社 55700南投縣竹山鎮頂橫街１－１號 一般商店
元誠服飾店 24200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１８８巷１弄２號 女裝服飾零售
元福麻油有限公司 65100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１５２號 各類油製品製造銷售
公孫號有限公司 25100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１３１巷１３弄２２號 茶葉批發業
公館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36300苗栗縣公館鄉館南村館南２５３－１ 油品
六千金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７８號８樓 旅行社
化石先生股份有限公司 31400新竹縣北埔鄉大湖村２１號 模型、化石紀念品販售
午后日光飲料店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六藝里永吉路１２０巷４５號１樓 餐廳
友士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萬全街１號、１之１號、１之２號 日式食品、飲料及日本酒
友路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里泰昌１３街１３巷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友誼藥局 50900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路１５號 中西藥品
友誼藥局和美店 50800彰化縣和美鎮仁化路１４７、１４９號 中西藥品
友誼藥局彰化店 50000彰化縣彰化市忠孝里辭修路１９１－２號 藥局
友鴻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miaoli.maisondechinehotel.com/ e-commerce
天下第一茶行 64000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１５號１樓 速食店
天天特殊印刷廠 40100台中市東區東橋里建智街５０號１樓 各類商品買賣
天母豆漿店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２６４之１號 中式簡餐
天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shop-cosmos.ezhotel.com.tw/ e-commerce
天成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www.cosmos-hotel.com.tw e-commerce
天威國際商務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６０９巷１６號９樓之１０ 一般商店
天悅旅行社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文武三街９７號１至２樓 旅行社
天喜悅溫泉會館 71500台南市楠西區龜丹里龜丹５９之３號 民宿
天華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平和里文心路四段１４１之３號 到府行銷
天萊生技事業有限公司 www.tianice.com e-commerce
天路企劃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３號１０樓 廣告業
天諭有限公司 74400台南市新市區光華街５號 美髮用品等批發、零售
天擎髮妝美容工作室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２８４巷２４弄１４號 理髮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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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藍小舖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２段８８號 一般商店
天藍小舖 80400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５０１號 一般商店
天麗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s://member.tenlead.com e-commerce
太宇通訊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４０７號１樓 通訊器材
太和殿麻辣火鍋食品行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４段３３３─１號 麻辣火鍋
太和環保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５７號８樓之１４ 專業服務
太陽王五金生活百貨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３５６巷４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孔勝男工作室 95000台東縣台東市正氣北路２６號１樓 汽車維修
巴伐利亞汽車美容 23600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３３，３５號 修車行
廿八田實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９１－２號 當代陶藝品
心友電業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３８巷５號１樓 家電零售
心白餐飲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３７２巷２８號１樓 異國料理及日本清酒
心果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７１巷４號３樓 一般商店
心意珍饌餐飲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５９巷３８－１號 台菜魚翅鮑魚龍蝦專賣店
手機公社 40400台中市北區一中街１７９巷６號１樓 通訊器材
文山賓館 60500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東阿里山４０號 旅遊住宿服務
文生窯 23900新北市鶯歌區永吉街３９號 藝品店
文芯髮品企業社 70200台南市南區中山路７０４號 美髮用品
文蘭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ILE e-commerce
方角動線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５０５巷１９弄３號 一般商店
方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３８巷２４號１樓 百貨公司
方耀旅行社有限公司埔里分公司 54500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１０６２號 旅行社
日月餐飲 64300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中山路３５號 飯包、團膳
日本壹豐町進口雜貨食品 40100台中市東區新庄里復興路四段１８６號９樓Ｒ９１１ 一般商店
日本壹豐町進口雜貨食品 41100台中市太平區新高里立德街４３號１樓 一般商店
日生大藥局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１段５３號 藥房
日光通訊行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４００號１樓 通訊器材
日光數位通訊行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３０號１樓 傳真服務
日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51500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３３１－３號１樓 旅行社
日希國際有限公司一中分店 40400台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２５７號２樓 服裝配件
日希國際有限公司忠孝分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５１巷３７號 服裝配件
日初食光餐飲店 70200台南市南區灣裡路２１１巷７０弄７之１號 簡餐、義大利麵、點心、飲料
日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２５１號３樓 旅行社
日商奧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www.share-world.tw e-commerce
日商萬馬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http://www.onemarket.com.tw/health e-commerce
日森料理股份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３３６巷８６號
日貿有限公司 35000苗栗縣竹南鎮中美里保安林４２號 船舶馬達及零件批發、零售及買賣等業務
日萬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６１號２樓 燒肉店
日興珠寶有限公司 97000花蓮縣花蓮市花蓮市中山路１４２－１５號 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
日興被帳行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太平里太平路１５１號 棉被、蚊帳製造零售
日騰行銷有限公司 https://www.j-rtl.com.tw/ e-commerce
月光下友善農場 63800雲林縣麥寮鄉麥豐村西濱路３段８０號 農產品銷售
木木子企業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柏翠里文化路２段３５７號２樓 一般商店
木時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18hcoffee.com/webservice/tspg_example_cart.html e-commerce
比時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餐廳
比爾傑利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８２號２樓 服裝配件
比爾樂仕企業社 74100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３８２之３號１樓 餐飲業
比鼻八千代診所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２００號５樓、５樓之１ 醫美診所
比樂懿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２０５號４樓 一般商店
水天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民炤里新生南路１段１３３巷１４號 三溫暖
水月囍樓有限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５７４號 宴席、餐廳
水母吃乳酪有限公司 42600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５段９９之１號 乳製品供應商
水母吃乳酪有限公司 54500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１６０號 乳酪蛋糕
水亞美容美髮 31000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２９９號 美容美髮
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10/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tope-commerce
水漾米服飾店 35100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４７號 服飾及配件
火城麵店 70200台南市南區明興路９９５號 各類麵食料理
牛津家族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板路４７巷１７號２樓 兒童書、益智玩具
牛壽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一段１４８號 餐廳
牛壽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一段１５０號１樓 餐廳
犬行燒 60000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１７８號一樓 食品什貨
王（基＋石）企業有限公司（東海）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１０８６號１樓１１１櫃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國中街１５６號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八德）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市民大道三段８號４樓２８，２９室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３８９號（ＮＯＶＡ２０１櫃）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英才） 40300台中市西區英才路５１０號底一層之１（Ｂ０３）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 70000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１０號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權） 40000台中市中區民權路３９號１樓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光華）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８號３樓６８，６９室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西屯）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９６－１號１樓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建國２路１８５－１號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 300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２段２５８號 遊戲機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 60000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４１３號 遊戲機
王于華企業社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心正路１１號１樓 珠寶手錶
王心企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６７號１２Ｆ 婦嬰用品
世界公民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２２２號１０樓 1對1量身訂做英文課程、英文雜誌販售。
世界公民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關新路１８３號 1對1量身訂做英文課程、英文雜誌販售
世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０１號７樓之１ 旅行社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１段９９號１樓及７樓 修車
世界編織商行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天福里天母東路８巷３０弄３號１樓 裁縫刺繡
世偉運動精品專賣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正文里建國一路１４９號 動物醫院
世聖精品鮮果社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２０６號１樓 食品什貨、飲料及農產品零售業
世運體育用品社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６１號 運動用品及器材
仕醫股份有限公司 www.reverskin.com e-commerce
仙杜瑞拉女鞋 24200新北市新莊區立人里中正路１１２號１２樓 鞋店
仟庚企業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東大路一段２號 水晶玻璃
以樂貿易實業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３６７巷１弄９號５樓 一般商店
兄弟外帶咖啡吧 70100台南市東區東光里東興路４號 飲料
加米國際有限公司富錦門市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３５２號 嬰幼兒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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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利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有里復興北路３３７號５樓 旅行社
加得旺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１１２號 汽車零件及附屬品販售
加陽股份有限公司 25100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２９之５號２１樓 登山鞋、杖、背包、羽絨帽、睡袋、防寒衣褲
加福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１５號１樓 普洱茶零售、批發
包昇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https://www.486shop.com/ e-commerce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４６２號地下一層 有關各種圖書、雜誌之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北義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７５巷２０號１樓 咖啡、簡餐及進口啤酒
半寶盒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２７９號１樓 藝品店
卡利歐蒙咖啡館 40000台中市中區中華路一段９９號底層之一樓 餐廳
卡諾咖啡生活館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２００號１樓 餐廳
古芸香邸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２４６巷６號１樓 Aveda商品販售、SPA課程
古亭京都堂中醫診所 10600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２段１１５號 中醫減重、針灸埋線
古洛奇大安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１７５巷６號 傢俱店
古洛奇中山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１１５巷４號１樓 傢俱店
古洛奇中正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２３８號 傢俱店
古洛奇中西店 70000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７８號 傢俱店
古洛奇內湖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內湖區金湖路３５８號 傢俱店
古洛奇奇美店 7100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９９０號 傢俱店
古洛奇板橋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１１９號 傢俱店
古洛奇桃園店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８８０號 傢俱店
古洛奇新店店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１５８號 傢俱店
古洛奇新莊店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１３１號 傢俱店
古洛奇嘉義店 60000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１９２號 傢俱店
古洛奇羅東店 26500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１２３號 傢俱店
古斯榙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１２５巷１號附１，１樓 露營帳篷、器具
叮噹旅舍股份有限公司 https://rsv.ec-hotel.net/webhotel/0838 e-commerce
可夫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３１６號１樓 速食店
可可美克企業社 10600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１３７之１號 食品什貨銷售
可宇資訊有限公司 7100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３３６號１樓 電信器材批發零售及電信業務門號代辦等業務
可莉姆國際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３５２號 韓國服飾
可登汽車保養所 43600台中市清水區鰲峰路２１８之１５號 汽車修護
台中之星旅館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584 e-commerce
台中商務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www.hungsmansion.com e-commerce
台中商務旅館股份有限公司八仙山莊分公司 www.basianvillas.com e-commerce
台北市大同運動中心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５１號 運動競賽場
台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１號 運動競賽場
台北市中正運動中心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１０巷１號８樓 運動競賽場
台北市台北扶輪社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１段８３號６樓Ａ１４室 社員月費及慈善捐款
台北地藏禪寺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七段１８９號
台北花市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新湖３路２８號 零批場
台北花園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ipeigarden.com.tw e-commerce
台北花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house.ezhotel.com.tw/ e-commerce
台北城大飯店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１７４號 旅館住宿
台北旅人國際青年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571& e-commerce
台北畜產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３３８號 批發市場
台北農產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３３６號 傳統市場
台北漁市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５３１號 零批場
台北輕旅複合式旅店股份有限公司 WWW.SLEEPTAIPEI.COM e-commerce
台北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１段２２３號 電影片製作業
台北濱江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２１５號 蔬果
台同運動器具行 40200台中市南區積善里國光路２３６－３號１樓 動物醫院
台西玉津烘焙坊 63600雲林縣台西鄉台西村民族路１號 西點麵包
台東縣政府公共造產公教會館 95000台東縣台東市南京路１９號 旅館
台南物產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73000台南市新營區忠政里府西路２５７巷１１弄６號１樓 農產品批發、綜合零售業
台倫通訊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號之９４，１０３ 通訊器材
台展咖啡 54000南投縣南投市三興里２１鄰建國路１０７號 速食店
台揚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41400台中市烏日區公園路３１５號２樓 旅行社
台晶礦業國際有限公司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一段６－２號 水晶洞擺飾
台藝國際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名源街５３號 金屬工具及電腦周邊商品銷售
台灣水之源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１６３－１號３樓 速食店
台灣北投石推廣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６９號１、２樓 飾品、生活用品、手工藝品等批發零售
台灣夯番麥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８３號 餐廳
台灣奈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重信路３９５號 一般商店
台灣畜產－陳章哲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２段３３８號 速食店
台灣畜產－蔡家禾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２段３３８號 速食店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系友會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動科系 教育服務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xhotels.com.tw e-commerce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台南民生路分公司 https://www.furama.com/fx/fxtainan;https://fxhotel.ezhotel.com.tw/1 e-commerce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東路分公司 https://www.furama.com/fx/fxtaipei e-commerce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中華路分公司 https://www.furama.com/fx/fxikaohsiung;https://fxhotel.ezhotel.com.tw/2 e-commerce
台灣無刷馬達科技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５２０號２樓 馬達等電機零件
台灣菲斯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edgwood.com.tw/ e-commerce
台灣樂貝特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１５９號１０樓之３ 一般商店
台灣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３號６樓之３ 寵用食品及用品
台灣櫻花股份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２５０號 一般商店
台灣顧氏刺繡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６巷５號１樓 刺繡相關服裝及飾品
右肩上國際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柳州街１號２樓 童裝
四季花園民宿 26900宜蘭縣冬山鄉安和路２９號 旅館住宿
四極通訊行 23100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１９１號 通訊器材
夯釷實業有限公司 42700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５１號１樓 汽車零件行
奶油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４６１號２樓 一般商店
奶油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左營門市 81300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３６２號及３６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奶油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南西門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同區赤峰街３巷２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奶油生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渡假概念店門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１８７巷６３號 一般商店
尼特商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雲和街５３號 飾品買賣
尼賀選物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１０巷１７號 一般商店
尼歐手工皂 42000台中市豐原區朴子里朴子街５６５巷２６號 化妝品
巧也小吃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３６１、３６３號１樓 沙鍋魚頭
巧琳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朝陽里延平北路二段１７號 一般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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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汽車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３９５號 汽車服務
巨峰茶業有限公司 54200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４８號 台灣茶批發
幼信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３６４巷２號 西藥零售，醫療器材零售
幼獅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ion-hotel.com.tw/ e-commerce
弗布斯光學企業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１８號 眼鏡批發零售業
弘太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建安里建安街１７巷１號１樓 旅行社
弘立旅行社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一段７２８號１２樓－８（中港圓環大樓） 旅行社
未來式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１號（華山文創中二館１樓） 文創設計品牌產品
未來時尚設計 30000新竹市東區西門街５８號１、２樓 美髮設計
本島舍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１０２號９樓之１ 藝品店
正林烘焙坊 70100台南市東區東平路１５７號１樓 糕餅麵包店
正益皮革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２５４巷８４號１樓 皮革批發買賣
正莊食品店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平和路１８２號 麻糬杏仁酥花生糖等
正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５４號９樓 旅行社
正新通信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６２號 傳真服務
民見機車行 24700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２６７號１樓 機車零件
民雄久久藥局 62100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安和路２號附１ 中西藥、醫療器材
永（晉）體育用品社 43500台中市梧棲區雲集街６５號１樓、２樓 運動用品、器材、服裝零售
永光餅行 64300雲林縣林內鄉林南村中正路１８９號 麵包、蛋糕買賣
永佳菸酒企業社 33500桃園市大溪區田心里信義路４４號１樓 菸、酒零售
永昌牛肉麵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１０６號１樓 餐廳
永昌食品原料行 70100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１１５號１樓 食品原料批發零售
永冠實業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民光東路２７２之１號 速食店
永威汽車材料行 32400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３段６４８號 汽車零件零售、汽車維修
永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軍福十三路１１８號 健康食品、餐飲銷售 
永紘開發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４號 女裝服飾零售
永連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１０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永竤企業有限公司 73000台南市新營區新北里民生路１０２號 各類五金零件批發零售
永樂市場－２０４５將興布行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２１號２樓（永樂市場）２０４５室 傳統市場
永樂市場－天福藝術國際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２１號１樓１０１１室 傳統市場
永樂市場－陳明榮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２１號（永樂市場）３Ｆ：３０８０號攤 傳統市場
永樂旅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ttps://unionhouse.ezhotel.com.tw/;https://www.ezhotel.com.tw/unionhouse/ e-commerce
永樺企業商行 70200台南市南區永成路２段６１５巷６號１樓 汽車服務
永豐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３６號１１樓 .
永豐餘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５１號８樓 餐廳
永續圖書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１９４號９樓之１ 書店
玉山企業社 92000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南京路南段３７號 體育用品羽球器具
玉山旅行社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中山橫路１３２號４樓之６ 票務、旅遊食宿代辦 
玉山體育用品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１１４號 登山體育用品
玉山鑫有限公司 63000雲林縣斗南鎮新興街３３號 白米、糙米等周邊產品
玉帛美學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大福街１０號１樓 文創服飾.皮件.配件零售
玉鼎福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２２６號之５ 中華料理
甘丹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流芳里館前西路１０５號（１樓右邊） 一般商店
甘恩電商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勝利１１路１７７號２樓 電器用品
甘蔗中企業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１６４、１６６號 火鍋餐飲販售
田園秘境咖啡 64300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和興路４０之２號 咖啡豆裁培、咖啡及果醬製作、無菜單料理
甲翊機車行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２３０號１樓 機車、機車零件販售、維修
白木舟手工冰城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２８號 速食店
白貓散步輕食館 40800台中市南屯區田心里惠文路３２０號 餐廳
皮皮小舖有限公司 24800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１４３號 通訊器材
皮瑪斯工坊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８１２號２樓 化妝品
目光眼鏡行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忠孝里永安路６７號 眼鏡零售
石花花藝工作室 www.sflower.tw e-commerce
石膳日本料理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中興里基隆路１段４２８號１樓 餐廳
石頭屋蝴蝶農場 26900宜蘭縣冬山鄉得安村梅林路９７１號１樓 餐廳
禾田寶石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新民里漢生東路２７－１號 水晶玻璃
禾和企業有限公司 72100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５７號 家具、寢具、裝設品批發業
禾家商旅有限公司 36000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２５鄰忠孝路７７號 旅館餐飲業
禾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wenhuadeerinn.com.tw e-commerce
禾庭國際有限公司 84000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１２號Ｂ區ＬＢ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一般商店
禾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２７巷１１之１號及地下１樓 美容產品、課程服務
禾新傢俱行 70900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２巷２號 家具寢具批發零售
禾樂生技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永興街３２９號１樓 餐廳
禾樂生技有限公司東海門市 43400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新興路１巷１２號１樓 餐廳
禾豐學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２１５號 速食店
立林租賃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三段１１９號 汽車出租
立美企業社 60000嘉義市東區中山里中山路３４號一樓 服飾(韓系、日系)
立航高爾夫用品店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２９１號 球俱精品服飾批發買賣等
立動股份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７８巷１６號 動物醫院
立基電腦資訊有限公司 32800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８３６－１號１樓 電腦周邊設備銷售及維修
立翔汽車商行 91100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三山路１４７號 汽車保養、維修、中古機車零售
立福行銷國際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平安里崇德路二段４６號８樓之７ 速食店
丞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一路１２８巷７號１樓 精品小家電
丞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３９５號
丞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３５７號 廚房家電
丞創股份有限公司 54200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５７４號工藝資訊館１樓 金屬手工藝文創產業
亦品眼鏡 30300新竹縣湖口鄉孝勢村中正路一段４６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亦慶企業社 40400台中市北區賴興里山西路二段５７號１樓 汽車服務
仲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isondechinehotel.com/tw/index.php e-commerce
伊凡的花園創意蔬食 80400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８７號１樓 餐廳
伊果服飾 32000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１２１巷６號１樓 國外精品服飾
伊莉莎白旅行社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３７８號１５樓之５ 旅行社
伊莉斯娜國際有限公司 http://www.perfectgstyle.com/ e-commerce
兆舍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３７８號 旅舍業
兆美評企業社 52000彰化縣田中鎮興工路５８７巷１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兆迪聯智科技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三厝里黎明東街１５０號４樓 傳真服務
兆儷科技美容工作室 23400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８５號６樓 化妝品零售、美容服務業
光芒果子工房 71400台南市玉井區中正路１０３號 義大利冰淇淋
光復市場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４１９巷１４６號 傳統市場

https://unionhouse.ezhotel.com.tw/;https:/www.ezhotel.com.tw/unionhouse/
http://www.sflower.tw/
https://www.wenhuadeerinn.com.tw/
http://www.perfectgsty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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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光學眼鏡行 92000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中山路１４３號 眼鏡行
光景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１１－１號１樓 餐廳
光榮企業社 60000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４１１號１樓 洗衣機,冰箱,電視機等電器銷售
光澤晶漾診所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１８號６樓 內科醫生
全自然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英才路３９６號１１樓之２ 到府行銷
全家歡唱城 89300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浯江北堤路８８－２號 餐廳
全球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忠明路４２４號１０樓之４ 旅行社
全祥茶莊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４６號１樓 速食店
全勝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11500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１３７號 汽車鈑噴及維修
全富數位有限公司 http://goodshares.cc/ e-commerce
全誼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schoolsoft.com.tw/ e-commerce
全輪車業行 24700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４００號 機車經銷商
全適達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２１０巷１２號 運動用品
全適達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北區竹光路３２５號 游泳用品
全適達有限公司 32400桃園市平鎮區上海路５７巷１１號 游泳用品
共善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屏東加工出口區屏加路１號１０３室 保健食品
共煮生活實驗室 11000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２０巷１３７號１樓 餐廳
印月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www.wein.com.tw e-commerce
合口味肉品 72100台南市麻豆區博愛路３０號１樓 肉鬆、肉乾、火腿及臘肉
合進興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２８５號１１樓之１ 一般商店
吉（吉吉）企業社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０５巷２４號地下 服飾精品買賣
吉（吉吉）造型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文昌街１２２－１號 服飾精品買賣
吉白貿易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３７２巷２８號１樓 酒類批發零售
吉妮雜貨 32600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２３巷１３號 一般商店
吉芮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１段１０２巷９號 化妝品
吉娃娃商旅有限公司 80000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１５８號１０樓 旅館業
吉拾行樂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８２巷２號１樓 咖啡飲料
吉祥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４１號３樓 旅行社
吉智建設有限公司 35000苗栗縣竹南鎮迎薰南路５１巷３２號對面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吉達興事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８５巷１１號１樓 家庭用品供應
吉億精品珠寶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５巷１－４號１樓 珠寶手錶
同盈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１８號地下一樓
同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２１號 壺具鍋具用品
名立服裝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３段２１０號１樓 童裝成衣店
名成車業行 91200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１８７號１樓 機車維修及出售
名妍精品服飾店 11000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４４號１樓
名展影音股份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１９２巷７２號 3C產品、家電
名陽五金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１段２３８號 五金器材
后豐商務會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zk-hofong.com.tw e-commerce
因思波國際有限公司 http://www.innspo.com e-commerce
因特美國際有限公司 https://thefaceinc.com/TW/ e-commerce
因素設計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１１２巷１３弄１２號１樓 工業感老件家具飾品批發零售及室內裝潢設計
多利服飾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城隍里衛民街５０號 服裝配件
多益福生技有限公司 www.happybymall.com e-commerce
多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https://www.happybebe.com.tw/ e-commerce
多點生活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１段２１巷４弄２號 速食店
好交易尋寶屋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３８號 跳蚤商品
好匠訪股份有限公司 62100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２５號１樓 各式酒凍及水果酒
好豆味叭噗豆花 30000新竹市東區勝利路６號１樓 餐廳
好身心靈體雕美容藝術 40300台中市西區忠明里忠誠街６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好味小姐 40800台中市南屯區精誠南路１２９８－２號 速食店
好味食飲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勤美分店 40300台中市西區中興街１６５、１６７號 韓式炸雞專賣店
好味食飲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３３號１樓
好杯咖啡商號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２２號 餐廳
好玻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學府路１２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好秋嚴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００號２９樓 一般商店
好迪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２６８號７樓 雜貨，百貨便利店
好食好食 33800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三段２１９巷６６號 速食店
好得沙龍 80400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４１號１樓 理髮美容
好習慣運動教室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２１７號 公眾遊戲區
好傢在有限公司 http://goodholiday.weipuhost.com/ e-commerce
好蝦冏男社有限公司 65200雲林縣水林鄉興南段１６６－９０號 水產批發
好貓設計工作室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朱崙里八德路２段２３９號３樓 一般商店
好寶貝北投一館產後護理之家 11200台北市北投區大同里北投路２段１１號６樓 坐月子服務
如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４０號５樓 家庭、兩性、人際關係等諮詢課程
如紜服裝店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城隍里興華街２５號 服裝零售業
如意休閒事業－如意行館 95000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７６１巷５號 旅館住宿
如意休閒事業－忘憂館 96300台東縣太麻里鄉太峰路１４５號 旅館住宿
如意休閒事業－曙光渡假酒店 96300台東縣太麻里鄉太峰路１４７號 旅館住宿
如意休閒事業－鐵道旅驛 95000台東縣台東市自強里咸陽街７８巷９號 旅館住宿
妃樂冰品有限公司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１３０號１樓 麻糬相關產品
宇力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平和里文心路四段１４１之３號 速食店
宇宙常數商行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１４７巷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宇家日韓精品服飾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１１５巷１８號１樓
宇宸眼鏡行 80600高雄市前鎮區草衙２路３６２號 眼鏡行
宇祥不動產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43/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安均科技有限公司 WWW.3dreamworkshop.com e-commerce
安昇汽車修護場 82100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７０號 汽車修理及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零售
安記食品有限公司 64800雲林縣西螺鎮中正路４７號１樓 豆干、鐵蛋
安捷飛航訓練中心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西湖里堤頂大道２段３０１號９樓之１ 機票
安捷福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７６巷４１號 酒吧
安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４７０號 菸酒
安傑洛企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１８９號９樓之１３ 冰淇淋原物料
安湧企業服飾行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５１號 鞋類、泳裝、服飾
安湧企業服飾行 20000基隆市仁愛區獅球路８－１號１樓 鞋類、泳裝、服飾零售業
安湧企業服飾行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智樂路６號 鞋類、泳裝、服飾零售業
安湧企業服飾行 25100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３８１巷２號１樓 鞋類、泳裝、服飾
安湧企業服飾行 26000宜蘭縣宜蘭市公園路６６號 鞋類、泳裝、服飾
安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３２巷１７號１樓之４ 一般商店

http://www.innspo.com/
https://thefacein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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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鴻美學 70400台南市北區和順里公園南路３６１號１２樓之６ 化妝品
成昌食堂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１５７號 餐廳
成果鞋坊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２７９號 鞋店
成長旅行社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一段７２６號７樓之２ 旅行社
成長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０１號２樓之１ 旅行社
成美健康興業有限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７７號 美容護理保養品零售
旭日文旅 40400台中市北區光大里五權路２７６號 旅館住宿
旭晶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www.vitacafe.com.tw e-commerce
有心事業有限公司 40100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２７８號 速食店
有富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４８號對面 不動產開發租賃
有機香氛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ｒｏｍａｓ 23600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１７８號５樓 一般商店
朱尼博股份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７９號１７樓之１３ 帽子周邊相關商品
朱智盟眼科診所 33800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３６７號１樓 內科醫生
朵法婭生活美學有限公司 www.cokedesign.com.tw e-commerce
朵莉花園雜貨小舖 42300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３５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朵樂利絲美髮專門店 40300台中市西區忠誠里精誠四街６號一樓 美容美髮服務業

池袋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１９４號２樓、２樓之１、１９６號１、２

樓
服飾皮件

百合莊園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４５２號１樓及２樓 中式料理
百事特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２１０號１樓 童裝零售
百怪牛仔服飾店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５０巷１０號１樓 服裝配件
百泓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４段９５５號１８樓之２ 一般商店
百悅國際造型沙龍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外南里復興路４１號 理髮美容
百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２９１－２９３號 住宅裝潢承包公司
百莉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文直路４１號１樓 服飾店
百煇實業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２－１號４樓２７室 衣著、鞋、帽、服飾品等批發零售業務
竹之坊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１０７巷４０號 按摩院
竹光國民運動中心 30000新竹市北區竹光路３２５號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竹緣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20600基隆市七堵區自強里自強路１４７－１號 農作物
米果旅行社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１７６－１２號１樓 旅行社
米淇服飾店 33800桃園市蘆竹區興榮里７鄰中正路３２１號１樓 服裝配件
米斯國際有限公司 www.fmshoes.com.tw e-commerce
米樂旅店有限公司 www.miller-inn.com.tw e-commerce
米魯通數位科技企業社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５０號１樓 通訊器材
糸宏郡國際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夏林路２３６號１樓 建材磁磚買賣
羊聲本舖生機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怡東路７７號１樓 食品什貨、日常用品
老外披薩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１５５號 批薩及其他餐飲製作販售
老貝（殼）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５５、５７號１樓 日用品商店
老娘下麵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光里忠孝東路五段５２４巷３弄２３號 速食店
老舅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０７號１樓 餐飲
老饕專區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１５５號６樓 速食店
自己的眼鏡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１２號 眼鏡行
自由美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向上北路１０１號一樓
自由健康有限公司 20600基隆市七堵區南興路１１０號２樓、１１４號２樓 運動訓練、運動商品零售
自由團實業有限公司 81500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２－３號 機車經銷商
至美生技美容企業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３４巷１８號２樓 化妝品商店
艾可洛奇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７２巷７３號２樓 化妝品
艾朵拉ＡＤＯＲＡ 40300台中市西區公平里精誠路３９－７號１樓 服裝配件
艾利藝術有限公司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３１１號３樓 冷凍用品供應商
艾沛羽美髮造型 70100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２００號一樓 美容美髮
艾兒樂商行　 33500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三段１７２號後棟 嬰幼兒產品批發
艾法國際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２３６巷３弄３３號１樓 菸酒批發業及零售業
艾美森林－艾麗絲的家 51000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雙平路１１５號 服裝配件
艾特咖啡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１４５號１２樓 速食店
艾訊股份有限公司 https://shop.axiomtek.com.tw/tc/index.aspx e-commerce
艾斯國際美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寧街１號３樓 理髮美容
艾森農場有限公司 62200嘉義縣大林鎮明和里甘蔗崙９６號１樓 精油銷售
艾菲爾寢具 36000苗栗縣苗栗市上苗里１５鄰中山路１２８號１樓 寢具等
艾瑪伯頓旅行社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２８２號８樓之６ 旅行社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３段２７６號１樓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３３８號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１段５８０號１樓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新街里慈惠三街１５８巷８號７樓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７１８號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41400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１８７號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43300台中市沙鹿區中清路４３－２號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61300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７３號１樓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71100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２段１５號之２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６２３之２號１樓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95000台東縣台東市新站路２２１號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１３８之１號 小客車租賃
艾維士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２－５號 小客車租賃
艾蔓妞精品服飾 23500新北市中和區秀山里自立路５６巷２號 服裝配件
艾蔓妮美容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５８號２樓 美容護膚
艾蕙服飾開發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華榮街５號１樓 服飾及配件
艾優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yes319.com/ e-commerce
衣佳人服飾店 36000苗栗縣苗栗市米市街６４號 服飾
衣望城市服飾精品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５０之１號站前地下街14-3號店舖 女裝服飾、其他服飾品零售

西門航棧旅館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１段１４４號７樓、７樓之１、８樓、８樓

之１
旅館業

西盛早餐店 24200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１９６號１樓 餐廳
西園２９服飾創作基地 10800台北市萬華區雙園里西園路２段９號 服裝配件
西寧市場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４號一樓（西寧市場）１００１號 傳統市場
西螺老街商舖 64800雲林縣西螺鎮中和里延平路８６號 大同醬油系列
西羅亞咖啡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西安里文湖街６３號 餐廳
亨利客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２１５號１樓 牛排館
亨祥咖啡廳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２０３號 餐廳
伯慶股份有限公司 www.boching.com e-commerce
伯爵鐘錶行 54000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２７７號 鐘錶零售

http://www.vitacafe.com.tw/
http://www.miller-inn.com.tw/
https://shop.axiomtek.com.tw/tc/index.aspx


店名 地址/網址 類別

共通QRC特店名單(依店名排序)：

伴百度皮鞋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６巷１之２號１樓 鞋類及配件
伸典有限公司 50400彰化縣秀水鄉莊雅村００７鄰寶溪巷１６弄２６號 一般商店
伸達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９６號１樓 磁磚、五金、衛浴設備、人造石、大理石及建
何彥葶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３０號之２ 男裝
利多實業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１７９號５樓之２ 植牙及牙科手術外科器材，口腔矯正週邊及牙
利昇旅遊 40400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３５號８樓之１ 旅行社
利泰行 60000嘉義市西區福全里四維路２８１號一樓 光陽機車零件及各式專屬安全帽批發
利隆輪胎行 32800桃園市觀音區大潭里濱海路大潭段２００號１樓 汽車輪胎
君冠企業社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文化路７７號 男裝
君容軒手工皂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４１－１號 手工皂,布包,毛巾
君瑞精品旅店有限公司 40100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１００號９樓之１、９樓之２、１０樓之１、１０樓之２旅館住宿
吳建明 10500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５６號 餐廳
吳珮君 40600台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２１巷３號 藝品店
吳萬春蜜餞 70000台南市中西區赤崁里永福路二段２２７巷１０號 蜜餞果乾
吾家藥局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２６５巷６－１號 西藥零售
呈洋國際有限公司 41400台中市烏日區五光路復光四巷３０號 一般商店
均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洛陽街４１號１樓 寵物食品及用品
壯盛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１２號１樓 冰箱、冷氣機、電視、洗衣機等家電用品
妍諾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廣福里信義路１６３巷１號１０樓 化妝品
完美美眉美容室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３０１號２樓 美容美體
完美美眉造型美容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３４－３號 美容、美體、修眉、護膚
宏安車業行 82000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９６號１樓 機車批發零售業
宏利通訊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４９號 通訊器材
宏明餐飲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３０３巷１４弄６－１號１樓
宏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2200台南市佳里區子龍里菜寮３４－３號 電器用品
宏盈淨水有限公司 51000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靜修路２－９號 電器用品
宏祈實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６段１６號１樓 衛浴設備
宏首貿易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７２巷６號 一般商店
宏盛測量儀器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２號１樓 測量儀器、水準儀、各式測量儀器
宏陽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７６巷１０１號２樓 服裝配件
宏順輪胎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春日里春日路１１３８號 車胎零售
宏道電器行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３段６號 家電製品經銷及服務
宏嘉機車行 60000嘉義市東區與業東路２２９號１樓 各類廠牌機車販售及維修
宏賓汽車玻璃行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濱江街４３２號 汽車玻璃
宏樸建設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３１８號 不動產銷售業
宏聯車業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９７１號１樓 機車銷售
宏聲唱片電料行 26500宜蘭縣羅東鎮民生路２２號 電器.影音設備
宏騰資訊社 41100台中市太平區東平路４０５號１樓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
希思卡商行 40400台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１４７巷８號 鞋店
希望眼鏡行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６７號１樓
希堤微旅實業有限公司 https://www.booking-wise2.com.tw/hotelmapp/hotel/reservation/reservation.php e-commerce
希誠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６段７２８巷８號４樓 一般商店
希諾奇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西區福全里友愛路１４６號１樓
希諾奇有限公司嘉義縣營業所 60200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車程５１號 各式檜木藝品及檜木製成品
志英衛星車隊ＱＲ　ＣＯＤＥ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撫遠街３９０巷２８號 轎車巴士機場接送
志茂戶外露營用品 26000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４５５號１樓 露營用品
志聯建設有限公司 36000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及正展路口接待中心 不動產買賣
快妝美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二路２１６號１樓 化妝品
快樂家商行 32600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１５５號１樓 日用品商店
快譯通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１６巷３號１樓
我小時候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725 e-commerce
找樂子專櫃皮鞋店 43300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２１２號之１ 皮鞋
技鼎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立功里光復路二段２巷４７號４樓 藥場，醫院設備
李日勝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２０３號 速食店
李京樺 40800台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二段３１－２５號 一般商店
李記粥品 40200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１８６號 餐廳
李國亨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６９號１樓 服裝配件
李堯棉衣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２號１樓 中國古典服飾
杏友藥局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１５１巷２５號 西藥零售
杏安健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１３６號１１樓之１ 西藥
汨涊涪潠餐坊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１０巷４號１樓 餐廳
汪大爺寵物美容館 40100台中市東區東橋里大振街３０號１樓 寵物店
沃野餐酒館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路１８巷２０號１樓 餐廳
沐牧鍋物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建泰里長安西路４５－１號 餐廳
沐春織品服飾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２－６號 服飾品業
沐時造型沙龍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安里中山北路二段５０巷２５號１樓 理髮美容
沐特國際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１３１號 宏佳騰電動機車代理商
沐華國際美容股份有限公司 www.molo.com.tw e-commerce
沐聯構海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67/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沙伯迪澳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http://www.sobdeall.com.tw/ e-commerce
沛妮愛潛水 94600屏東縣恆春鎮山海里２鄰萬里路７號 公眾遊戲區
牡丹庭漢風料理 70000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１６０號１樓 漢風料理
玖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３０號１樓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育成洗車中心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濟南路交叉口下 洗車服務，汽車美容
育凌攝影工作室 11100台北市士林區社子街１２５巷３３號二樓 嬰幼兒藝術攝影
育萱企業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１０４號１樓 寢飾床具
良友農業機械企業行 92000屏東縣潮州鎮潮州路１４５號 農業機械電動五金園藝資材
良佳旅行社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３３號１樓 旅行社
良佳旅行社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蓬萊里承德路三段５８號６樓之６ 旅行社
良佳旅行社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長生里文武二街６４號１樓 旅行社
良面企業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２３號２樓 美容美髮專業器具批發及零售
良興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s3c.com.tw e-commerce
芎林漁家莊　 30700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２段７７號 餐飲小吃、餐廳 
角馬三八八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３８８號１樓 傢俱店
角落髮藝沙龍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２００巷２６號 理髮美容
貝恆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６３號８樓 雜貨，百貨便利店
貝納手工鞋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倫里忠孝東路四段１４２號９樓９００室 鞋店
貝蒂的衣櫥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５９號 一般商店
貝爾比爾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２４５巷３２弄４２－５號 速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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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諾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２０４號 西點麵包及伴手禮
車太炫投幣自助洗車－三重重新店 24100新北市三重區疏洪東路一段５８號 洗車廠
車太炫投幣自助洗車－林口民權店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民權路１８９號 洗車廠
車太炫投幣自助洗車－金城學府店 23600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１５１號 洗車廠
車太炫投幣自助洗車－新北汐止店 22100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３９－５號 洗車廠
車太炫投幣自助洗車－新莊輔大店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１３３號 洗車廠
車態鉉科技美車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１８２號Ｂ３ 修車行
辰（廾果）食品烘焙材料專門店 73000台南市新營區忠政里健康路１８號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辰鴻藥局　 32000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１１０號 醫療耗材零售、西藥零售 
邑明光學眼鏡行 30200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１２２號 眼鏡行 
那門工作室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３６巷２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邦倪造型沙龍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正興里永和路２段９２巷５號 理髮美容
邦德里艾坊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１２號１樓 咖啡飲品
里亞食品企業社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６２號１樓 飲料、甜點
里娜國際服飾企業社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１８２號３樓 一般商店
亞迅通資訊器材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６０之２０號１樓 資訊器材
亞洲六色積木顧問工作室 30000新竹市香山區東香里東香路一段１１５巷６３號１樓 教育服務
亞洲真理電台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３９號４樓 宗教團體
亞洲隱形眼鏡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門里昆明街１７４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亞洲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２段１７７號１樓 藝術品銷售
亞曼達娛樂開發有限公司　 94600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３４０號 飯店
亞曼達索維拉餐廳　 94600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南灣路３３０號 餐廳 
亞都鐵板燒 6400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溪攤販臨時集中場第４５號攤位 鐵板燒
亞圖國際有限公司 71000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一街１８９－１號 一般商店
亞歷山大菸酒企業社 23900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１３６號１樓 菸酒零售
亞應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惠中里大墩十一街３８６號１樓 餐廳
享邑國際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５段５號６樓Ｅ１４ 服裝配件
享樂文旅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hedohotel-kf.ezhotel.com.tw/1 e-commerce
享樂文旅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https://hedohotel-kf.ezhotel.com.tw/2 e-commerce
享樂文旅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康定分公司 https://hedohotel-kf.ezhotel.com.tw/3 e-commerce
享饌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www.chefbento.com e-commerce
京王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42000台中市豐原區西安里圓環南路２１１號１樓 旅行社
京典奇特有限公司 26200宜蘭縣礁溪鄉踏踏五路１６８號 電器用品
京采工作室 71000台南市永康區六合里新興街１１１號５樓之１０ 商業服務
京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３９０號 國內外旅遊、代購客票
京星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０１號８樓 旅行業
京展通訊北大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大觀路７號 通訊器材
京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ikid.com e-commerce
京都堂中醫診所 30000新竹市東區林森路１７號１樓 中醫減重、針灸埋線
佰客適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leepbox.com.tw/ e-commerce
佳士康包裝飲用水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1000台南市永康區鹽和街２３７號１樓 桶裝水販售
佳大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崇學路２０３巷９號１樓 旅行社
佳禾藥局 23500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３２號１樓 藥品零售
佳宏汽車輪胎行 93100屏東縣佳冬鄉羌園村羌光路３之３７號 輪胎批發零售、車輛維修保養
佳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西段２０３號１樓 旅行業
佳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1200台南市新化區仁愛街３８號１樓 旅行社
佳來企業有限公司 82000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１１號 五金百貨
佳和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８３號４樓之２ 旅行社
佳妮服飾店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４９巷２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佳倍利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６號１８樓 益生菌、酵素、能量水、活水器等
佳倍莉美容院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３４－３號３樓 美容、美體、護膚
佳倍莉美學館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１９２號（１、２樓） 美容護膚
佳家寢飾生活館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富春里復興路１３２號１樓 家具設備
佳財汽車修護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食品路１９８號
佳陞行銷有限公司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富春里復興路１３５號 雜貨，百貨便利店
佳賀資產股份有限公司 www.1969blueskyhotel.com e-commerce
佳嘉慶開發有限公司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５４１號 建材零售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賃業
佳潤水晶店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攤位１３號 一般商店
佳樺家具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３３號１樓 傢俱店
佳闐大地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恆安里中山北路２段１７１號３－４樓 到府行銷
來富事業有限公司 81100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２３８號 五金百貨零售
依沅興榮商行 62100嘉義縣民雄鄉復興路２４２號１樓 咖啡飲品及咖啡沖泡用具
依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roo.com.tw/ e-commerce
其昌食品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１３２號１樓 南北雜貨相關食品批發零售
其基有限公司 http://www.moma1997.com/ e-commerce
函漾汽車旅館 www.young-motel.com e-commerce
初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５段５２５號４樓 速食店
初曼咖啡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萬壽里武昌街二段８３－８號１樓 餐廳
卓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oy.url.tw e-commerce
卓眼貿易有限公司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１２７號１樓 眼鏡行
協助輪胎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北路二段３３０號 汽車輪胎零件買賣
協富家具行 23800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３段２４５號 沙發、床鋪等家具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89300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３段４弄３３－１號 速食店
協億車業 11200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１３９號 機車經銷商
周子傑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湖南里４１鄰信義路１７４號８樓 速食店
呷七碗食品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３巷１號１、２樓及地下室 油飯、米糕等簡餐 
和心味小吃店 33300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４６號１樓 日式料理
和平重型機車有限公司 51000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市南平里雙平路８８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和洋百貨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１段６７號 日式什貨
和稻壽喜燒屋 43700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２４８號１樓 日式火鍋
和震樂府 30000新竹市北區光華里光華北街８５－７號１樓 樂器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１１８之１號１樓 服飾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永春門市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６７０號１樓 服飾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光華門市 80200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４１號１樓 服飾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向上門市 40300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３５６、３５８號１樓 服飾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員林門市 51000彰化縣員林市中山南路２號１Ｆ 服飾零售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彰化門市 50000彰化縣彰化市長興街１１２號１樓 服飾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鳳山門市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３０１－２號１樓 服飾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衡陽門市 100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９６號１樓 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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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佤咖啡專賣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３２號 餐廳
咖啡鳥咖啡館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林圍里青年一路２４號 餐廳
固士特科技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２１９號１樓 遙控多軸飛行器、遙控直升機、專業遙控空拍
固士特科技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海安路３段５８０號 遙控多軸飛行器、遙控直升機、專業遙控空拍
坤佶輪胎行 92000屏東縣潮州鎮光復路１１６號１樓 輪胎
奇昕眼鏡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５１３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奇韋家具有限公司 36700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２２１號 家具批發零售
奇韋傢俱行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２１５號１樓 家具批發買賣
奇異果動物醫院 70800台南市安平區怡平里２２鄰平通路３７７號 寵物醫療、清潔美容等
奇葳服飾Ｋｅｙ　Ｗｅａｒ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４號１樓 一般商店
奇鋐通訊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９號 通訊器材
奇寶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１３２號７樓之１ 旅行社
奈拉薇國際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２４３號８樓 美甲美睫服務
奔跑寶貝實業社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２８號７樓之３ 服裝配件
妮可登服飾店 33800桃園市蘆竹區立仁街１７－１號 裁縫刺繡
妮妮有限公司 24700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７２巷１７號 內衣零售
妮妮商行 70100台南市東區東光里東平路９巷２９號１樓 內衣零售
孟孟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２８５－１號 流行服飾批發零售
季節角落工作室 64600雲林縣古坑鄉水碓村水碓８８號 布疋染藝、服飾品零售業
宗承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 63000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大業路１０８號 汽車買賣維修
宛儒畫廊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３４３號１０樓－１。２ 藝術品銷售
宜大生活百貨龍潭店 26000宜蘭縣宜蘭市大坡路二段６９號之２ 一般商店
宜姍精品店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何成里大墩路９２１號５樓 裁縫刺繡
宜舍單人旅店有限公司 http://easeinn.com.tw/tpl/roomdescription.htm e-commerce
宜客單車生活館 50000彰化縣彰化市茄苳路一段１６７號 單車零售維修
宜蘭力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estinyilan.ezhotel.com.tw/ e-commerce
宜蘭縣團委員會附設私立蘭陽家政舞蹈語文短期補習班 26500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７９－１號 教育服務
宜蘭縣團委員會附設蘭苑電腦語文家政短期補習班 26000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１０２號 教育服務
尚宏汽車修配廠 51400彰化縣溪湖鎮北勢里二溪路２段１９６號 汽車引擎維修、保養及零件汰換
尚美商旅有限公司 http://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236 e-commerce
尚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grhotel.ezhotel.com.tw/ e-commerce
尚鴻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１７９－１號 汽車出租
岡品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２１６之２號１樓 中國古典服飾
岩神牛排館 24700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６８號１樓 石板岩燒牛排
岩漿股份有限公司 31000新竹縣竹東鎮明星一路１１０號１樓 火鍋店
幸一藥局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４６號１樓 中、西藥、醫療用品
幸福山丘庭園咖啡 60000嘉義市東區後庄里東義路５６６巷５２號附１一樓 咖啡、果汁、點心、簡餐
幸福盛會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１７９號１樓 餐廳
幸福莊園 90500屏東縣里港鄉廣福村興農路８５－１號 民宿
府昕家具有限公司 61300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大（木＋康）榔１５００號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府昕家具有限公司台中第一分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同榮里環中路ㄧ段１８９０號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府昕家具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大涼里中華西路２段６２號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府昕家具有限公司林口分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南勢里文化北路一段１２１號１樓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府昕家具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東平里嘉豐南路二段１９６號１樓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彼昂運動家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龍潭里龍富路五段２０８號１樓 運動訓練及運動服務業、器材批發零售
忠仁生技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中仁街４７號１樓 胰島素無針注射器
念生企業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１０２巷４弄１０號１樓 一般商店
怡林食事企業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２３號１樓及３樓 餐飲、飲食店
怡林食事企業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１２３號１樓及３樓 餐飲、飲食店
怡客咖啡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２１－１號 餐廳
怡客咖啡文山店 11600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２２２號１樓 餐廳
怡客咖啡南京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１１９號 餐廳
承暘汽車商行 42100台中市后里區南村路３３３巷４２號 汽車保修
承萬尊爵渡假酒店 54500南投縣埔里鎮樹人路１３１號 旅館住宿
承曜育樂有限公司 42000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１１９號１樓
抱抱國際有限公司 https://www.nonotired.com/index.php? e-commerce
拉福利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福聯里福科路８４３號１樓、２樓 一般商店
拉諾絲美容會館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１８２巷１弄２０號 美容美體服務
拓金造物股份有限公司 11500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５２號７樓 化妝品
拓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９１巷２７號 淨水設備批發零售
拓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４７３號 淨水設備批發零售
放肆藝術國際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黎孝里和平東路３段３０８巷６０號 一般商店
昀谷國際傢飾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１９６之１２號９樓 沙發、窗簾
昆豪企業有限公司 24800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１７號１、２樓 電動刮鬍刀、電剪
昇暉健康生活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水湳里麻園西街９６號１樓 保健食品批發零售
昇橋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二段２７０號 保健食品批發零售
昌城電子行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３段８號４樓９０號店鋪 電器用品
昌奕有限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文賢路７６０號１樓 汽機車零件銷售維修
昌勝汽車輪胎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崇明路１５３之２號 保養廠
昌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鵬程里健康路３３９號１樓 動物醫院
明日美牙醫診所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１０號５樓 牙齒矯正、植牙、牙齒美學
明志藥局 35000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一鄰博愛街４號 西藥零售
明星西點食品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５號及７號 蛋糕、麵包、餅乾、甜點
明森宇治抹茶專賣店 40300台中市西區存中街１６１巷１號 餐廳
明瑄烘焙原料行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３６號 烘焙器具及原料零售
明達手作烘焙坊 70400台南市北區立人里海成街７２之１號１樓 麵包店
易匠企業社 90000屏東縣屏東市公園東路１４３號 家具
易富爾國際有限公司 24700新北市蘆洲區水河里民族路４２２巷４８弄７號２樓 一般商店
昕彤診所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６５號３樓 整形外科
昕電資訊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８７號１樓 寵物店
杰暟科技 20600基隆市七堵區自治北街４５號 電腦周邊設備
東大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６２巷３３號 亞適氧氣濃縮機代理銷售
東之順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MDJ e-commerce
東方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溪美里溪尾街３９號１樓 電子器材、電子設備批發
東方匯創股份有限公司不二堂永康二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０－５號 茶葉、茶具
東方匯創股份有限公司不二堂南港老爺店 11500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１９６號１樓 茶葉、茶具
東立旅行社 70100台南市東區中華路一段１７９號１樓 旅行社
東立旅行社 70200台南市南區新興路１６０號６樓之１ 旅行社
東京目黑餐飲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１６８１巷２號 日式料理

https://westinyilan.ezhot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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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rhotel.ezhotel.com.tw/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M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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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QRC特店名單(依店名排序)：

東京益田餐飲 70000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１段１０號１樓 日式料理
東和樂器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２８０號（１樓） 鋼琴、電子琴等樂器
東明的開心農園 42400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齡恩路９－３號 速食店
東林家飾精品有限公司 83300高雄市鳥松區美勝六街１８６號 歐式傢俱、進口香皂、咖啡杯組
東芸食品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６０號１樓 日式餐點
東品坊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漢口路１２２號１樓 高山茶葉買賣,茶具零售
東恆國際車業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５４９號 修車行
東風茶館民宿 https://orientalgreen.ezhotel.com.tw/ e-commerce
東泰家具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１３３號 家具買賣業
東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１７０號 住宅裝潢承包公司
東偉人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富裕里裕農路６８號１樓 安全帽販售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三和門市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１６４號１樓及２樓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士林門市 11100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６８號及６６號Ｂ１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北投門市 11200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３１７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竹東門市 31000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２２４號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竹南門市 35000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２９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建國門市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１４５號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苗栗門市 36000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１０９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通化門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１１８號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湖口門市 30300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２１２、２１４號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新莊門市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新豐門市 30400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５６號１樓及２樓 一般商店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頭份門市 35100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１３０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 40400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６２７－６３５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三和店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１６４號１，２　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三重中正北店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１１９號１樓及１２１號１，２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士林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士林區文林路６８號及６６號Ｂ１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中壢健行店 32000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１７８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北投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北投區中和街３１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中大里分公司 41200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４４１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中太平分公司 40100台中市東區精武東路９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中北屯分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２１８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中河南分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２段４７３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中南屯分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２段２０３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北承德分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３段２２７號１樓之２．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南大同分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一段２５９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南中華分公司 7100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１０３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南五期分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３１０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台南永大分公司 71000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２段２５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永和得和店 23400新北市永和區秀的里得和路４０９號１．２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竹北中正東店 30200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１４０－２號．１４０－３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竹東店 31000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２２４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竹南店 35000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１６６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宜蘭分公司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１０１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板橋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１３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花蓮中正店 97000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１２１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花蓮自強分公司 97300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６３６．６４０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建國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１４５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苗栗店 36000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１０９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桃園蘆竹店 33800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２６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高雄五甲分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１２０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高雄岡山店 82000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１０１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通化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大安區基隆路二段１１８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湖口店 30300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２１２，２１４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雲林斗六店 64000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６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雲林虎尾店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２３２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新北永和分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１４７－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新北新莊分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１０２．１０４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新莊店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新莊區中正路２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新豐店 30400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５６號１，２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嘉義友愛店 60000嘉義市西區友愛路１８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嘉義北區 60000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１８６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嘉義西區 60000嘉義市西區北港路３１３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嘉義後庄 60000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６４９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彰化中山店 500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５１５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彰化中正店 50000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７４９．７５１７５３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彰化和美店 50800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５段２４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彰化員林店 51000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７６號１．２樓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彰化鹿港店 50500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１８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頭份店 35100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１３０７號 一般商店
東森寵物雲－羅東分公司 26500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１１２號 一般商店
東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太原北路１３０號８樓之２ 旅行社
東暉鐘錶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２號之１、１樓 鐘錶買賣
東源國際旅行社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同里府連路１４８號２樓 旅行社
東蓁家飾精品有限公司 83300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４６之５１號 歐式家具、進口香皂、咖啡杯組等批發零售
東閣精品館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大北路６８號１樓 首飾及皮包等
東輝機車行　 23900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１０６號１樓 機車行 
東龍大飯店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２３號 飯店
東豐玖五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東豐街５號 麵食
東鎰晟汽車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３０１巷１號 汽車維修保養
東寶銀樓 92700屏東縣林邊鄉中林村中山路１０８號 金飾買賣
松永大重輕機車業行 24700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２８之１號１樓 機車零件
松宏車業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２０５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松宏重機車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５６，５８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松阪家日式小吃 62100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保生街７７號１樓 手作壽司,日式丼飯及各式簡餐販售
松哖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697/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tope-commerce
松新企業社 23900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２２２號 電器安裝-冷凍空調 
松葉服裝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３２之１號１樓 服飾
松誠雜糧企業社 33700桃園市大園區致遠一路１２７號７樓 一般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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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果菜市場－何培才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板城路１０００號 郵購直銷
板橋花市－方添發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艾莉爾花苑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藝文休閒花卉市場１０號攤位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李映悠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林建宏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胡華僑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翁秀卿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郭彩月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陳建豪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陳燕惠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游秋絨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黃賴美珠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潘瓊諒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賴瑞玉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龍形玉石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花市－羅木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板橋花市） 傳統花市
板橋默砌旅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620 e-commerce
林肯飯店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３段２３０號９樓、１０樓 一般旅館業
林記營養樂活果汁店 63200雲林縣虎尾鎮中山路９３號 現打蔬果汁
林翊埼 10600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２９號 一般商店
枝椏雜貨店 60000嘉義市東區過溝里延平街２１５號１樓 一般雜貨買賣
枡華通訊行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１７４號 通訊器材
欣禾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三段１０５３號３樓 一般商店
欣和商行 81300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２號１樓
欣妮商行 30000新竹市北區中山路１８０號１樓 內衣零售
欣妮商行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６８－６號１樓 內衣零售
欣泉河粉 900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勝利路９７號 餐廳
欣家園傢俱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日和里中華路一段１６６號 傢俱店
欣家園傢俱行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十二街１８９號 傢俱店
欣漾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xyalive.com/ct/ e-commerce
欣銀商行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３２６號一樓 蜂蜜相關商品
河明商行 33800桃園市蘆竹區蘆竹里南竹路二段３００巷２０號１樓 飲料、簡餐販售
油金男仕剪髮 60000嘉義市西區友愛路２９號１樓 男仕剪髮
油帝企業社 32000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６５巷３２－１號 速食店
泓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１５號１２樓 旅行社
法彤企業社 83200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３９－１號 理髮美容
法其樂紅豆餅專賣店 60000嘉義市東區義教街７０８號１樓 食品飲料零售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63200雲林縣虎尾鎮仁愛新村１號作業科 藝品、食品
法詩特服飾店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惠中里大墩十街２２８號１樓 服裝配件
法德莉服飾行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８３號 女裝批發零售
波米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社園里延平北路６段１１６巷３９弄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波格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９－３號１樓 服飾進出口買賣
波爾泰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７７巷１６號５樓之２ 磁磚建材
波賽頓專業汽車美容 32000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１５１號１樓 汽車美容業
炎卿木偶雕刻社 63000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文昌路２４８號１樓 布袋戲偶相關制品
玩美旅行社 36000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８３號１樓 旅行社
玩錶舍國際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２６４號１樓 手錶零售業及手錶週邊商品
知見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２段１７０號 一般商店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直屬台灣省基隆市團務指導委員會　　20000基隆市仁愛區獅球里獅球路８號 教育服務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汐科語文電腦烹飪美容舞蹈短期補習班22100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３號５樓 教育服務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附設基隆市私立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20000基隆市仁愛區成功一路１３３巷１號 教育服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 11500台北市南港區成功路一段３２號４樓之８ 學刊.書籍.學術研討會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今日傳媒發展協會 http://www.cdn.org.tw e-commerce
社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兩岸交流協會 www.cscea.org.tw e-commerce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光公益協會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２９０號９樓之１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社團法人台灣愛田關懷協會 http://www.aitien.org.tw/index.php e-commerce
社團法人桃園市瑪潮關懷協會 https://marchout.eoffering.org.tw e-commerce
社團法人高雄市荷馨關懷協會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南屏路２６６－１號１２樓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社團法人基督教台灣台北６１１靈糧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１５１巷３６號Ｂ１ 宗教捐款
社團法人新北市牙醫師公會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３７號１１樓 醫學課程、研討會、演講及會費
社團法人臺灣咪可思關懷流浪動物協會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１段６０巷３４號 捐獻
秉臻咖啡豆工場 23600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９２巷１６弄８號 咖啡飲品、咖啡豆批發、咖啡機及周邊器具
空谷幽蘭藝術坊 64800雲林縣西螺鎮中和里延平路３９號 藝術畫、油畫
空間麵包坊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５３號１樓 麵包銷售
肯頎休閒服飾 30000新竹市東區金山１３街１號１樓 服飾
肯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９７巷１弄１２號 郵購
芙玉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營業所　 92600屏東縣南州鄉萬華村萬華路１２０號 肥皂
芙芮莉烘焙名店 97000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４９號 泡芙、巧克力、冰淇淋、馬卡龍、蛋糕、西點
芙瑞納股份有限公司 www.featera.net e-commerce
芙蓉星 10800台北市萬華區仁德里昆明街２２３號 動物醫院
芙蘿拉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６０巷５號２樓 花店
芝欣藥局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１４８號 中藥及西藥零售
芬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興亞里南京東路二段９６號７樓 旅行社
芯之田美容芳療館 40400台中市北區陝西四街３８號 臉部保養、身體舒壓
芯妮服飾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２３巷６號１樓 高級服裝、帽子、傘及精緻配件等
芯祥科技有限公司 71700台南市仁德區後壁里德崙路２１巷３９號１樓 電腦設備安裝
花琪服飾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７１號１樓 服裝配件
花蓮菁英扶輪社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２－２２號１樓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花蓮縣團委會花蓮學苑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４０號 教育服務
花蓮縣團委會終身學習中心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５３－２號 教育服務
芳如精品舍官 82100高雄市路竹區智仁街２３７號 服飾及配件零售
芳香森林樂活館 25100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１９４號１樓 美容業
芳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２段７號７樓 旅行社
芳齡髮型 80200高雄市苓雅區家齊路２號１樓 理髮美容
芽米日子蔬食館 11200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７３５號１樓 素食養身餐、冷凍食品
虎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９１巷２３弄４號４樓 鞋店
采吉軒紅豆專門店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１０３號 餐廳
采妍美坊 60000嘉義市西區西榮里民生北路１７８號１樓 化妝品
采萃企業有限公司 74100台南市善化區坐駕里興安街１５０號３樓之３ 國際貿易、清潔用品、化妝品等批發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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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億機業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民安路１１－２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金羽庭花坊 33400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３１８號１樓 花店
金佑揚實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２３巷９弄１８號１樓 速食店
金快樂企業社 61200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５８８號附２ 各式手機及各類通訊配件
金昌銀樓 92700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林路４１號１樓 金飾買賣
金治汽車商行 11200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４９６號１樓
金采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booking-wise0.com.tw/g11hotel/hotel/reservation/reservation.php?hid=101e-commerce
金金湯匙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二段１８９號 各式宴會合菜、外燴
金城五金吊車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１段２８６號 吊車五金輪子零售
金城西裝社 54200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炎峰街１之１號１樓 男裝
金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４２號５樓之２ 旅行社
金美金銀珠寶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壢里大同路１９４號 金銀珠寶業
金迪商行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１８４號１樓 遊戲軟體銷售
金展旅行社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１４２號１１Ｆ之７ 旅行社
金展旅行社台中分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２８５號７Ｆ－２ 旅行社
金珠美膚坊 32600桃園市楊梅區大平街９６號 保養品
金益合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１７４號１樓 水晶玻璃
金將汽車商行 80200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２１鄰福德一路３７３號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及車胎零售業
金湖食堂 11400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３２號１樓 燒烤、飲酒和飲料
金湖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www.everrichgoldenlake.com e-commerce
金華客商行 64000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中山路４２０、４２２號 火鍋餐飲販售
金華宸股份有限公司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新五路一段１２９號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零售
金順美銀樓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里中山路三段１１５號 珠寶手錶
金圓鑫實業有限公司 50400彰化縣秀水鄉秀中街３－３６號 公共工程、土木工程材料
金瑞翔銀樓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民治街９４號 金銀飾品製造加工買賣
金福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5000苗栗縣竹南鎮光德路８６巷１２０號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金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晴美分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801/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金蔘利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２３３號
金蔘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部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２７１號１樓
金蔘股份有限公司南港門市部 11500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２０２號 蔘類及健康食品
金鋐捷實業有限公司 24700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２２號 服飾批發零售業
金興銀樓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民治街８８號１樓 金銀飾品製造加工買賣
金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tp://www.ezbooking.com.tw/dutyfree/hotel1 e-commerce
金鶴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２８號１３樓 旅行社
長弘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４０８號４樓之３ 一般商店
長克企業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建國１路１１３之１號１樓
長青輪胎百貨行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５０號１樓 輪胎銷售
長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８０號５樓 旅行社
長益潮流服飾 50000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５８之１號 服飾及配件批發零售
長壽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60300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中山路６１７號１樓 食用油脂製造批發
長榮家具行　 32000桃園市中壢區自信里環中東路５３０號
長漢旅行社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５號１２樓之１ 旅行社
阿尼瑪精緻科技有限公司 www.animaMIT.com e-commerce
阿米哥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800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１２２號 牛排餐館
阿舍高爾夫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１１０號２樓 高爾夫球用品.配件銷售
阿桂汽車保修廠 32800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二段１２６７號 汽車服務
阿墨風尚料理 61200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１０鄰棒球一街８號 東南亞、義式、台式料理及火鍋
青立方工作坊 23100新北市新店區銀河路９８號 西式餐飲
青年服務社忠孝中心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７號３樓 教育服務
青年服務社景美中心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１３６號４樓 教育服務
青年服務社新店中心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２５２號３樓之６ 教育服務
青年服務社館前中心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４５號 教育服務
青林茶葉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２６巷１２號 茶葉、茶具、茶點銷售
青航海外旅行社 70400台南市北區玉皇里公園南路１６１號９樓 旅行社
青航海外旅行社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山東街９８號１樓 旅行社
非漩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９９號１樓 化妝品零售業、美容服務業
亮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林森路１７號１樓 保健食品
亮衣企業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９９號
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１段６號１樓 健康食品
亮晨娛樂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２０７號１樓 電動玩具軟硬體零售
便宜之家 26100宜蘭縣頭城鎮城北里開蘭路１１１號 鞋店
保證責任花蓮縣龍鳳甲良質稻米運銷合作社 98100花蓮縣玉里鎮忠孝路２７號 速食店
信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３１號１４樓 旅行社
信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３１號７樓 旅行社
信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５０１號１１樓２室 旅行社
信安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１５１號８樓之１ 旅行社
信男藥局 61300嘉義縣朴子市開元路１７４號 中西藥品銷售、調配
冠宇皮件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１段５０－１號地下街１１之６店鋪 皮革店
冠君大飯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後埔里重慶路９１－１號３至７樓 旅館住宿
冠宸食品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文山區興隆路二段２２０巷２３號１樓 日式餐點
冠冕資訊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溪崑二街１３２巷１號１樓 電腦周邊設備
冠雄科技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正心里建國一路９０－２號 機車經銷商
冠瑋企業社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南陽里永康路２１１巷８１號１樓 家電維修.零售.安裝等
冠盟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１５巷１０號 服飾業
冠壽司日本料理 62100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１６鄰埤角１９６號１樓 日式料理
冠德餐飲有限公司 23800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５９３號 火鍋餐飲
冠鴻羊雞城商行 40300台中市西區安龍里五權路２９－３號１樓 餐廳
冠馨行 97000花蓮縣花蓮市美工路６號 經營花生、芝麻、蜂蜜等各類農特產伴手禮
前銳安全帽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何明里西屯路二段３５－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前鎮鴨頭有限公司 www.cianjhen1976.com e-commerce
勁取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三路１１號５樓 有聲書
勇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立言里新泰路２９９號１０樓之１ 速食店

南門市場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 傳統市場

南屏商行 70000台南市中西區進學里永福路１段８２號１樓 咖啡廳
南榮商號 60000嘉義市東區中山路４０７號 日式什貨
品味家國際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５８巷３８弄３８號 煙酒專賣
品凰企業社 80200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中華四路１０８號１０樓之２ 維修清潔大樓保養
品尊實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４００巷３號１樓 酒類銷售

https://www.booking-wise0.com.tw/g11hotel/hotel/reservation/reservation.php?hid=101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801/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
http://www.cianjhen197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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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逸設計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４６５之１號２樓 首飾及貴金屬製品零售業
品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８３號旁 住宅大樓開發租售
品瑄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銘傳路１０８號 旅行社
品綸商行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１５０號 女用服飾及配件零售
品歐家具有限公司 32400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２段５０６之１號 家具家飾批發、零售
哈果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蘭井街１５４號１樓 服飾零售
哈玩具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１３９號Ｂ１ 玩具店
哈喜瑜樂股份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一段７７號１１樓之３ 一般商店
垣澤實業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新生街５１號 室內設計裝修
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www.mohist.com.tw e-commerce
奕璟咖啡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２１之１號 餐廳
奕騰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yespower.com.tw/ e-commerce
姚燕欣 11600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６６巷１１號５樓 藝品店
姳琦興苑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１２１號 文創藝品
姿妮企業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３８號１樓 成衣服飾批發及零售
威力旅行社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５４巷６弄３３號 旅行社
威士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njoyclick.com.tw/ e-commerce
威加專業維修工作室　 30000新竹市北區仁德街２８號１樓 皮鞋維修
威尼斯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hotspring-camp.com.tw/ e-commerce
威汀城市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hotelreve.ezhotel.com.tw/ e-commerce
威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２９號 複合式藥品美妝店
威安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３２８號 複合式藥品美妝店
威成生技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５５８號１樓 火鍋
威果旅行社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新光路３８號８樓之３ 旅行社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華分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３段８號５樓（３０、３１室） 硬碟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９７號 記憶卡
威廉氏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５７號３樓 珠寶手錶
威豪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82500高雄市橋頭區甲樹路１２２９號 住宅裝潢承包公司
威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２６５號１１樓之２ 一般商店
威騰租賃有限公司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五段３８５號 汽車服務
客滿築股份有限公司北興門市分公司 31000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一段５８９號 食品、什貨批發
宣至企業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７４３號 美容美體服務
宣宸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４１號２樓 排餐銷售
宣揚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ethel.com.tw/2016/index.html e-commerce
宥興車業行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１段１０５號 機車經銷商
帝米數位音樂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３７號 樂器
帝國通訊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１０２號 通訊器材
帝華旅店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富民里康定路２０６號１１．１２樓 旅館住宿
帝華旅社（股）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２０６號１１、１２樓 休息住宿
帝錦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大容西街３５號１樓 速食店
建國花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 觀光花市
建隆建材行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甘州五街６８號１樓 木材，房屋建材
建達冷氣行 83000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力行路１３８號１樓 電器用品
建福車業行 60000嘉義市西區番社里民生北路２３１號 機車零售業
思雨田時尚整體美學概念館 63400雲林縣褒忠鄉中民村三民路１２號 美容服務業
思索設計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６巷６８號１樓
恆悅飾品行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里大學路１８巷５號１樓 珠寶手錶
恬恬法式甜點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５２號 法式甜點、飲品、咖啡
指尖上的廚房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１３０巷５弄８號 餐廳
星Ｂａｒ餐酒館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６５號 餐廳
星月珠國際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４３８號１樓 手工藝品零件買賣
星宇旅行社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３５８號８樓Ａ室 旅行業
星品牌國際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６號６樓 公眾遊戲區
星展服飾行 90000屏東縣屏東市復興路２號 服飾、鞋子、帽子、滑板
星華鍋物小吃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１６８號１樓 麻辣火鍋

星賞珠寶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２４９之９巷１弄１８號 珠寶首飾銷售
映月茶館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３段１６７巷８號 飲茶及餐點販售
映像數位國際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文化里文化路３３號１樓 數位相機周邊設備、消費性電子產品
映蓉絲綢工坊 22400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６１號 一般商店
春井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２段９號９樓 消防器材批發零售
春天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SCR e-commerce
春天溫泉泡湯旅館 http://www.springspa-motel.com.tw e-commerce
春天曉鋪 63200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永安街５７號１樓 咖啡飲品餐點
春秋旅運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１１２號３樓之６ 旅行社
春風得億有限公司 www.cfdi.com.tw e-commerce
昭烽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５２１號２樓（家樂福文心店） 電視遊樂器具遊戲軟體及週邊商品
昭穎汽車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２５４號 汽車零組件販售及修繕
昱日五金行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１７６號 五金行
昱展汽車修護中心 83000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２鄰建國路三段４９３－１號 汽車服務
昱隆商行 51000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７５１號 安全帽雨衣機車配件
昶先企業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南和一路１００巷２號１樓 漁貨、水產、滴雞精批發零售
昶盛汽車商行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１６號１樓 汽車維修
昶發汽車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２９７號 汽車保養維修
柏兆科技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富國路６０９號 通訊器材
柏曳企業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１６號２、３、４樓 美容美體服務
柏洺企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１３巷３４號１樓 美體美容服務
柏達自動門科技有限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大和里大興街１１４巷１６號１樓 自動控制設備安裝(自動門)
柏赫國際有限公司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８８號 餐飲業
柚子林手工琉璃 40300台中市西區館前路７２號 精品店
柚香企業社 70000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１２８號 女鞋
查克影像設計工作室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５０１號１樓 藝術，製圖公司
柯元富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９１巷２４弄５號３樓 冷凍用品供應商
泉飛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４７８號１８弄３２號３樓 電器用品
泉湧企業社 30700新竹縣芎林鄉芎林鄉文德一街１號 生鮮食品百貨
洄饗商行 35100苗栗縣頭份市合興里中央路５５９號 餐廳
洋辛造型剪髮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７７號１樓 理髮美容
洗來登汽車美容中心 30200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１７０號 洗車廠
洛威森林犬舍 32500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梅龍一街６９號１樓 寵物寄宿及買賣
洛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http://dv-go.com.tw e-commerce

http://www.enjoyclick.com.tw/
https://www.hotspring-camp.com.tw/
https://hotelreve.ezhotel.com.tw/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SCR
http://www.cfd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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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盈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61500嘉義縣六腳鄉灣南村８鄰灣內１號 水氧電解機
洲子鵝湖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門市部 73500台南市下營區中興南路２１號 餐館、餐廳
洲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３９２－２號５樓之３ 旅遊代理及觀光仲介
活西美式餐飲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２０號１樓 餐廳
派慕甜點工作室 70100台南市東區育樂街１１７巷２之１號１樓 蛋糕、餅乾等甜點
流行尖端工作室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１１６巷３號地下樓 一般商店
為楓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eifong.iware.com.tw/2016/rwd/index.html e-commerce
為楓精典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takao.iware.com.tw e-commerce
玲菁髮米庄 35000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１０６號
玳蕾綺股份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５４０號之３（１樓） 一般商店
玳蕾綺股份有限公司中和景新分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３８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玳蕾綺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愛三分公司 20200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８號 一般商店
珈娜髮型沙龍名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３段１６０巷４之２號 美容美髮服務、清潔用品零售
珈農水果行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３３６號（２０９攤位） 各式水果
珍君彩妍行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１４８巷１２號１樓 美容 SPA
珍納達國際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０１號８樓 糖果，糕餅店
珍勝企業有限公司 11500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１００號２樓 餐館業
界面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華信街８號２樓 郵購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20100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５３號Ｂ１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２段２９５號Ｂ３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９３９號１樓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３５９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１０８６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71700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７１１－２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73000台南市新營區健康路２５１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74400台南市新市區永就里永就６之２０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１１１１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３５６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５２９號３樓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81100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２８８號３樓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５９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妃宏廚具有限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１８８號 家庭用品供應
皇帝嶺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７７６號 中式套餐及中式合菜
皇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崛江一店 80000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３０４號１樓 少女流行服飾 
皇嘉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HYI e-commerce
皇綺香水名店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２－１號３樓 化妝品
皇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中華東路三段４５２巷８弄１６號 旅館業
盈客髮藝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黎明公園路２２－２號３～４樓 理髮美容
看見七星潭民宿 97100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１０６號 民宿
秋葉原攝影器材專賣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１段７５號 照相器材
科典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４段９５５號１８樓之２ 一般商店
科翔儀器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１段７９號１樓 一般商店
約客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www.yorker.com.tw e-commerce
紅海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shop945.com/ e-commerce
紅廚房熱炒店 24200新北市新莊區福德二街５１號 餐點料理、下午茶、甜點等
紅鶴洞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３１９號２樓 韓式料理及套餐販賣
美心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４７號 餐廳
美日珍號 65100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１４９號 糕餅喜餅
美光電器 30200新竹縣竹北市環北路三段５５０號 電器用品
美多客企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５２巷２９號１樓 進口代理葡萄酒
美多課酒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３２號１樓 菸酒零售業
美而康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二街５３０號
美的空間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４３號１樓 化妝品
美帥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mimiparadise.com e-commerce
美科實業有限公司 https://www.aromase.com.tw；https://www.juliart.com.tw e-commerce
美斯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2400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３４５號２樓 化妝品
美嘉美服飾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５７號 服飾品零售業
美福飯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grandmayfull.com/ e-commerce
美學美甲企業社 60000嘉義市西區竹圍里中興路２５８號一號 美甲保養品
美優康藥局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４段１１７－１號 西藥零售
美麗春天小舖 63200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１０號 飲品點心、觀光紀念品銷售
美騰國際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１６３號１樓 主要業務為進口批發、零售冷凍雞腿、肋排、
胖子手作甜點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３７號之６ 糕餅麵包店
胖師父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富貴街２０號 水電材料及相關設備買賣
胖塔塔雜貨舖 11400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３６９號 速食店
胖犛牛 33800桃園市蘆竹區吉祥里南祥路３８６，３８８號１樓 餐廳
胖臉頰童裝選貨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２段１４８巷２３號 童裝
脉茉企業社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上安里台灣大道三段５５６巷２１－１號１樓 男裝
致美生技美容企業社 80000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１６２號 化妝品及保養品銷售
致渼生技美容企業社 33000桃園市桃園區莊敬里南平路３３０號４樓 化妝品商店
苗交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36300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五谷７６－１號１樓 油品
苗栗縣救國團苗栗班 36000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中正路３８２號 教育服務
苗栗縣救國團－苗栗班 36000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３８２號１樓 教育服務
苗栗縣救國團－頭份班 35100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１１９２號５樓 教育服務
苡妮斯時尚美學有限公司 33300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１３２號 化妝品銷售及美容護膚
若水商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１８－２號
英國茶館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街３８巷１６弄４號１樓 各式英國料理及茶葉批發
英德汽車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２段１２５號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
英屬維京群島商科晟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新竹營業處所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IDH e-commerce
英屬維京群島商暮光森林時尚商旅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80/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茂翔工業社 24700新北市蘆洲區和平路１８１號１樓 水晶礦石
范倫鐵諾名店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２０２號 成衣服飾批發
范倫鐵諾名店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１３９號 成衣服飾批發 
衫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溪頭里江寧路３段７１巷１號 一般商店
迦勒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１４號３樓 旅遊商品、機票等
迪禾旅行社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金龍里德化街８５號之１二樓 旅行社
郁元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３段７８號 運動成衣、運動鞋類
郁淳服飾牛仔店 82100高雄市路竹區社南里大社路８６號１樓 服裝零售
郁順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３段２５３號１樓 運動休閒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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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技術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１２６巷１４號１樓 洗剪染燙髮
韋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1000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５２４號 汽車買賣維修
韋創建設有限公司 32800桃園市觀音區民生路２３號
韋樺有限公司 22200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１５５巷１７號８樓 食品什貨批發
韋騰資訊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７７號 電腦周邊設備
風閣有限公司 http://fovoguemotel.wixsite.com/034788686 e-commerce
飛帛網通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２之１號１樓（專６Ｂ室） 手機配件銷售
飛翔無線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２８２號１樓 照相服務
飛貓有限公司 http://www.flyingcat.com.tw e-commerce
食全食美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6800宜蘭縣五結鄉國民南路５之１５號 食品業
食芳美食光復店 30200新竹縣竹北市新竹市東區金誠一路７７號１樓之２ 餐廳
食藝手創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３巷５號１樓 餐廳
首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裕義路２３８號２樓 國內外旅遊、簽證、遊學等
首學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中正里康樂街１４８號 飯店
首鑫家電有限公司 82000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２５０號 家電
香港商運動前線亞洲有限公司公館分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３段１５０號
香港商億嘉環球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http://www.yijiainternational.com/zh-tw/products/youth.html e-commerce
香榭麗池生活家居館 70900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２段３０號１樓 家俱
香榭麗緻 40400台中市北區五常里五權路３７７號 旅館住宿
倍佳莉美容院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４段１３９號２樓 美容、美體
凌越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石潭里新明路１４３巷８號５樓 寵物店
原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１６４、１６６號 家具、寢具及居家用品零售批發
原動力量科技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８號４樓３０ 電腦周邊設備
原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５０號７樓（Ａ室） 茶品和保健食品
哲園會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kenting/index.html e-commerce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１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２０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９７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２２４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６９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４２０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１７２號１樓Ａ室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２段２２號 服飾百貨
唐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５４巷１之１號３樓 服飾百貨
唐殷中大尺碼服飾店 http://www.color-pencil.net/ e-commerce
夏希爾花藝設計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２８７號２樓 花店
夏那童裝行 60000嘉義市西區永和里垂楊路８２６號一樓 服裝零售
夏梵納國際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太原路一段２２２、２２４號１樓 女裝服飾買賣
夏梵納國際有限公司豐原門市 42000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２５６號１樓 服飾
娜娜服飾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１１９巷１弄１４號 服飾零售
娣曼美容中心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寶獅里有光路６０號 理髮美容
宮崎企業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１１９號 一般商店
宵麻辣小吃店 20000基隆市仁愛區玉田里愛四路４７－１號（２樓） 餐廳
家谷生活 24800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一段３１２－７號Ｂ棟 傢俱店
家欣國際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４８巷１８號４樓之１ 一般商店
家誠商行 23800新北市樹林區大同里太平路６３號１樓 汽車服務
宸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32700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二段８０３號１樓
宸達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http://www.chendacar.com.tw/ e-commerce
宸興汽車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柴橋里明湖路５５８號１樓 汽車維修及保養
展揚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２８９號 旅行社
展盟股份有限公司 http://ic2ms.org/index.html e-commerce
展裕國際時尚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４３７號１樓 女裝
展裕國際時尚有限公司三民分店 40400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８２號１、２樓 女裝
展路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港墘里瑞光路１９２號５樓 鞋店
峰順眼鏡行 71200台南市新化區台南市中山路２４６號 驗光、眼鏡及隱形眼鏡等批發零售業
庫樂食坊 30200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２５１號 義式料理
庭園精緻花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二段６７巷３４號 花店
恩羽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長興街１８號２樓 一般商店
恩典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２２２號２樓 化妝保養品、保健食品
恩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82500高雄市橋頭區新東六街１３７－１號１至３樓 速食店
悅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６０號７樓 住宅裝潢承包公司
悅來鄉民宿 64600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桃源８之５號及後面 民宿
悅河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oga-motel.com/ e-commerce
悅群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１號２樓之２ 旅行社
悅榕汽車旅館 22000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１段１４６號２．３樓 旅館住宿
拿福西台貿易行 70800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５９２號１樓 葡萄酒、西班牙食品等
振泰木器行 95000台東縣台東市四川路一段２７６號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零售
振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衛民街１２４巷２３號 旅館業
振蒼冷氣家電行 61200嘉義縣太保市新埤３１６－１號 冷氣,空調設備
旅天下－樂旅旅行社 41200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５８８號１樓 旅行社
旅圖觀止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marketing.tour-map.net e-commerce
時代鞋行 65100雲林縣北港鎮中和里中山路４３號 錦繡鞋、復古鞋
時尚玩家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丹陽街２７號１樓 旅遊商品
時尚柳丁有限公司 23800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５０９號１４樓 一般商店
時髦狗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２６４巷２弄５號１樓 一般商店
晉光眼鏡行 70100台南市東區圍下里青年路２３９號１樓 眼鏡銷售
晉瑋資訊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２１８號 電腦及電腦周邊設備
晟利企業社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１２號 汽車修理保養
晟富木鱉果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73300台南市東山區三榮里木柵５８號 速食店
晟富科技有限公司 https://home.tibtrade.net/ e-commerce
朕典 11500台北市南港區萬福里玉成街１６６巷２９號１樓 速食店
柴米夫妻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25100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３２６號 麵食、飲品
格晉企業有限公司 54200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１５３號 內衣服飾批發
格勒皮司貿易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新和街５９巷６號 進口酒類
格璽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裕農路３７５號１樓 咖啡、簡餐、火鍋、義大利麵
桂之旅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惠來里惠來路三段１８８號 旅館住宿
桂和國際時尚髮型 26000宜蘭縣宜蘭市健康路二段１４號 美容、美髮
桂林餅店 26500宜蘭縣羅東鎮大新里中正路２１４號 速食店
桂花堂 73000台南市新營區仁愛街１２７號 茶葉、茶具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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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冠精品服飾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成都路３２０號１樓 服飾業
桂梅莊老雪花齋興業有限公司 http://www.lshj.com.tw/ e-commerce
桃園大園站 33700桃園市大園區民生南路２０６號 汽車出租
桃園市團委會中壢中心 32000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２２６號４樓 教育服務
桃園市團委會南崁中心 33800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１３號３樓 教育服務
桃園市團委會桃園中心 33000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７號 教育服務
桃園市團委會藝文中心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０７１號３樓之１ 教育服務
框框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１６３之１號４樓 眼鏡行
框影咖啡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永康里麗水街２－１號２樓 餐廳
桔子天空現代飲茶 40200台中市南區仁義街１０６號 餐廳
氧氣旅店北車館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１號５樓 旅館住宿
泰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１８７號１樓 日式料理
泰安觀止溫泉股份有限公司 https://order.papawaqa.com; https://www.papawaqa.com.tw/order_room/suit_month_package.aspe-commerce
泰成輪胎行 32800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二段９９５號１樓 車胎零售
泰成藥行 62200嘉義縣大林鎮中山路５５之１號 各類中藥藥材及中藥茶包
泰順旅行社有限公司 35100苗栗縣頭份市民族里和平路１１７號１樓 旅行社
泰源汽車保修中心 26900宜蘭縣冬山鄉珍珠村冬山路二段５７６號 汽車服務
浚航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書院里仁愛路５５０號１樓 美式潛艇堡
浪嫚健康鎂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６號１樓 化妝品
海底總動員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５１０號１５樓 商業服務
海風餐廳 25100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１７號
消金銀聯ＥＰＯＳ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１７號１２樓 百貨公司
消費者成衣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１２２－２，　１２２－３號 服裝配件
烟腸財 50000彰化縣彰化市西安里民族路３７４號 速食店
特比斯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１２巷４號１樓 男士修容週邊
珠寶盒法式食品有限公司安和分公司 http://www.boitedebijou.com.tw/ e-commerce
益又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www.easyway888.com e-commerce
益生堂凡吉力事業有限公司 www.Ystang.com.tw e-commerce
益生寵愛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http://ml2erp.southeastasia.cloudapp.azure.com/MDP01SStest/Default/Login.aspxe-commerce
益東食品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２段５３號１樓 食品什貨
益康儀器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６０號 藥場，醫院設備
益莊鐘錶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３段１０６號 鐘錶銷售
益莊鐘錶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６０號 鐘錶銷售
益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3000雲林縣斗南鎮公論路１９號 速食店
真澄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２段４８號 私房料理
祐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3300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５３－５號２樓 化妝品保養品販賣及諮詢
祕密花園白木耳露專賣店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１５６巷８３號 白木耳露
祖彤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７段３８巷１２弄２之１號２樓 一般商店
神州百福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福安里中興路４２６號１樓 各式木雕藝術品及茶葉銷售
神達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https://eshop.mio.com/tw e-commerce
秘境旅行社有限公司 88000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宅腳嶼１７３－２號１樓 旅行社
秘境旅行社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1200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７０號 旅行社
秝芯旅店駁二館 https://legendhotel.ezhotel.com.tw/1;https://www.ezhotel.com.tw/legendhotel/index.php?set=25&hotelid=1e-commerce
納咖啡烘豆室 70400台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７６巷１７號 餐廳
紗紗國際美研批發 33400桃園市八德區瑞泰里介壽路二段６０３號１樓 化妝品
茗順茗茶 55100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松山街９２號一樓 茶葉零售
茶訣有限公司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和平路４１號 飲料、茶葉批發及零售業
茶訣有限公司 64000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１１鄰中山路３－１號１、２樓 飲料、茶葉批發及零售業
茶鬍飲品商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２段１５１巷１０號１樓 餐廳
茶鬍漢口商行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７７－１號 餐廳
茹翊實業有限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７９號 鞋子販售
荃榆有限公司 24700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２３３號１樓 郵購直銷
草山車業 11200台北市北投區東陽街４７０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草悟道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ghotel.com.tw e-commerce
蚤樂趣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二街４９９號１樓 一般商店
訊息傳導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１２６巷１號２樓之２０ 一般商店
財團法人上善人文基金會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７５號８樓 教育服務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71700台南市仁德區仁義路２２２號 捐款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５０號 捐款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10800台北市萬華區雙園里西園路２段９號 服裝配件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台灣浸信會神學教育基金會 http://www.tbtsf.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www.huakuang.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水清基礎科學發展文教基金會 https://www-hep.phys.sinica.edu.tw/~pixel2018/ e-commerce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http://www.gfm.org.tw/cht/index.php? e-commerce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４４號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２１１號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６１號 收受善款
財團法人台慶科技教育發展基金會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３段１３０號 研討會.技術服務訓練費
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 http://www.spring.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http://www.mf.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 www.carrefour.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https://babyangel.eoffering.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希恩之家 https://xien.eoffering.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雲林縣螺陽文教基金會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９２號 捐贈、門票
財團法人臺中市愛之光教育基金會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２９０號９樓之１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 https://reacta-sub.iware.com.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臺灣防盲基金會 http://twn.orbis.org/ e-commerce
財團法人臺灣省新竹縣基督教北門聖教會 30000新竹市東區太原路２０號１樓 宗教團體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95000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一段５６０號 藝品店
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 http://hope.dhf.org.tw/ e-commerce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９９號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
財團法人豐年社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１４號１樓 修車
軒品咖啡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９０號 咖啡食品及器具
迴歸工作室 90000屏東縣屏東市大同里上海路１１－２號１樓 美髮設計服務
迷你私房點心工作室 20400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一段２３６號 糕餅麵包店
迷你泰小吃店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１１０號 異國料理、調酒 
郡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裕義路５４２號 不動產投資興建買賣
酒秋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６號１５樓之８ 煙酒專賣
酒食無雙生活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１９３號１樓 葡萄酒批發、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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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隆旅行社 80100高雄市前金區旺盛街５７號１樓 旅行社
陞隆旅行社 80200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７４號１樓 旅行社
馬仕小舖 50000彰化縣彰化市萬壽里永興街２１號 服裝配件
馬林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七張店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１２８號２樓 家紡用品(窗簾、傢飾、寢具等)
馬林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七張店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１２８號２樓 美體指壓
高仕苑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永安街９２巷１９號５樓 速食店
高林鍋物燒烤 26000宜蘭縣宜蘭市南門里三清路３４號１樓 餐廳
高傑欣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１５５巷１２弄１之１號１樓 百貨零售
高雄力麗久居棧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31/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高雄市立美術館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shop/webhotel/0836/product/showProductList.actione-commerce
高雄市團委會三民分班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２７０號２樓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大同分班 80100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２０號４－５樓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光洲分班 81300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３９２號６樓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岡山分班 82000高雄市岡山區溪西路２６號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前金分班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１８９號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楠梓分班 81100高雄市楠梓區慶昌街２之１號１樓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瑞隆分班 80600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４７６號Ｂ１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裕誠分班 80100高雄市前金區左營區裕誠路４８８號 教育服務
高雄市團委會鳳山分班 83000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１２２號Ｃ棟６樓 教育服務
高奧國際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３１９號５樓之３ 鞋店
高楓花園餐廳 11100台北市士林區東山路３號 餐廳
高爾夫文摘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２９０巷４８號７樓 修車
高銘皮件行 https://shih-tze.com.tw e-commerce
高毅影像國際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２４１號１樓 照片沖洗、照相器材販售
高麗棒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５１巷４０號 餐廳
乾越企業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５３６－１號 越南餐廳
偉誠汽車百貨行 50800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５段８８號 汽車材料批發零售
健行漢堡店 33700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領航北路四段３６０號１樓 素食餐點、飲料
健進汽車行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２２７號１樓 汽車買賣、維修、零件販售
動力高爾夫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８７１號１樓 動物醫院
動升有限公司 33800桃園市蘆竹區新生路４２８－９號 汽車零件行
勗（山＋夆）汽車修理廠　 30400新竹縣新豐鄉精工路２７號１樓 汽車修理及汽、機車零件批發及零售 
參拾參國際有限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辭修北路１９８巷４９弄１１號９樓 一般商店
唯恩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１５７號４樓 家庭用品供應
唯樂食品企業社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林森里林森路１９２號 糕餅麵包店
商富建設開發有限公司 http://www.liyaou.com/ e-commerce
問鼎國際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５７及１５９號１樓 火鍋
啟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３８號Ｂ１（凱薩飯店） 服飾業
啟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６０８巷４弄２號地下１樓 服飾業
啟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寧波西街２７號及３１號地下一層 服飾業
啟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１６４號１樓 服飾業
啟程汽車修護廠 91200屏東縣內埔鄉學興路２０１巷１１－１號 汽車維修業
啤酒花旅店事業有限公司 https://beerhotel.ezhotel.com.tw/ e-commerce
國立中興大學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學校(大學，二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https://enroll.ntue.edu.tw/ e-commerce
國和科技 30000新竹市東區水源里原興路１９號 電腦周邊設備
國美數位科技實業有限公司 23800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１０６號１Ｆ 電腦遊戲主機及週邊
國華鐘錶材料行 80300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４６號 鐘錶行
國鼎家具行 31000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３段２４３號１樓
國境之南咖啡館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里大學路１８巷１６－３號１樓 餐廳
國興商行 60700嘉義縣大埔鄉和睦村２鄰中山路５段５２５號１樓 定食、壽司、火鍋
執小執內衣衣坊 54000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３３２號１樓 內衣及服飾零售
培菓寵物新店店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２７０號１樓 寵物店
基因色彩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６０號１１樓 服裝配件
婆美美容材料行 70100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３０１巷４５號１樓 化米庄品零售
婇言生活美學商行 23900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４０號 美甲、美髮
婕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一段５９號５樓 化妝品
婕軒商行 23800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１３２號５樓 一般商店
密式企業社 36500苗栗縣泰安鄉大興村高熊（山＋卡）６號 民宿.露營場地
將軍企業社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１０４號 豆類食品
崇尚車業 83000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建國路二段１６８－２號 機車經銷商
巢嘉聚餐飲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１４５號１樓 鐵板燒、烤物、炸物、酒飲
常瑞貿易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３５號１樓 酒類批發零售
常瑞貿易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２１５、２１７號１樓 洋酒批發買賣
常瑞貿易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６７８號１樓 酒類批發零售
康加珠寶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３段１６０號４樓 珠寶
康本清藥妝 70100台南市東區東安路３５號１樓 中、西藥及化妝品零售
康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link.com.tw/ e-commerce
康樂車業行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樂康里康樂街１６４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張文誠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壽昌街２０巷４８號 餐廳
張國周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angkuochou.com.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60555 e-commerce
強尼電器百貨大批發 73200台南市白河區中山路９８號 電器生活用品
彩宣貿易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立言里新泰路２２７號１６樓 照相服務
彩曦傢飾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８８７之６號１樓 窗簾家具裝設品批發及零售
得成眼鏡行 80400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２０２號２樓 眼鏡零售業
得魚圖書社 70100台南市東區崇德一街７４號１樓 國小學童課外圖書、教材
得廣貿易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壽德街１６、１８號 咖啡機
御風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２９號１樓 旅行社
御源旅行社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淡溝里臺灣大道二段３６０號６樓之５ 旅行社
御瑟髮意質感館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２７０巷１４號１樓 洗剪燙染護髮服務
御福參道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五福三路６９號一、二樓 飾品、生活用品、手工藝品等批發零售
御蒸饌股份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興國里元化路２段１１１號１樓 餐飲
御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一街２３６號 火鍋
捲心菜烏托邦沙拉店 60000嘉義市西區番社里新榮路３４１號１樓 沙拉、義大利麵、燉飯
捲毛力卡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安西街１２４號１樓 一般商店
捷帆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４段２５９號 汽車保修
捷勁自行車行 11500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２８９之２號 自行車及其零件與週邊設備零售
捷思唯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https://addons.shoplineapp.com/ e-commerce
捷煬服飾行 81500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１９號 男、女、童裝服飾及配件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31/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shop/webhotel/0836/product/showProductList.action
https://shih-tze.com.tw/
https://enroll.ntue.edu.tw/
http://www.changkuochou.com.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60555


店名 地址/網址 類別

共通QRC特店名單(依店名排序)：

捷醫國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５８巷３８弄３６號２樓之３ 婦科清潔液
救國團內湖終身學習中心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５０號４樓之１ 教育服務
救國團天母終身學習中心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７段１８號５樓之１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力行中心 40400台中市北區力行路２６２－１號２～５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大里中心 41200台中市大里區爽文路５９６號１～３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中山中心 42000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２００號４樓之１及７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中科中心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１６８號４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中清中心 40400台中市北區中清路１段１００號２樓之２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北屯中心 40400台中市北區文心路４段８２１號３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西屯中心 40400台中市北區文心路３段１２６號４－６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清水中心 43600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９４號６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復興中心 40200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２７０號４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圓環中心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２２５號６樓及地下室１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４段１６號志清大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中華 7100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２段２００號４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民治 73000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４７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忠義 70400台南市北區忠義路３段２９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東門 70100台南市東區東門路２段２９９號Ｂ１ 教育服務
救國團台南市團委會－崇德 70100台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２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永春終身學習中心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２９３號３樓之１ 教育服務
救國團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竹北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１７４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南投社教中心短期補習班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３１號１－２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南京終身學習中心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４段１０６－１號２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草屯社教中心短期補習班 54200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６０１號之７號５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敦化終身學習中心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１４號４樓之１ 教育服務
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斗六中心 64000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２３號１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雲林縣團委會－虎尾中心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永安街２３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三重中心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１號７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土城中心 23600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１３７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文化中心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３３４號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板橋中心 2200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６６號３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新莊中心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３０８號６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樹林中心 23800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２７６號３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雙和中心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６５號３樓 教育服務
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蘆洲中心 24700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４０１號３樓 教育服務
教芋部商行 64300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鹽讚７８號 農產品食品什貨冰品零售
晨光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２段９９號１４樓之１ 機票及團體旅遊
晨涵服飾店 30000新竹市東區文昌街９１號一樓 女裝、飾品、童裝銷售
晨驛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https://airportfrstcar.com e-commerce

曼星整形醫美診所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５８號３樓之２、３樓之３、４樓之２ 整形醫美診所

望海大小吃店 25200新北市三芝區北勢子４５之９號及１０號 餐廳
梁家企業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鳳山區博愛路４５７號、４５９號 瓦斯行、瓦斯爐、排油煙機、系統櫥櫃
梅珍香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97300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中原路一段１２８號 速食店
梅桂服飾店 54000南投縣南投市仁和里９鄰彰南路２段４６號１樓 服裝配件
梧棲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２９號７樓 成衣時裝設計與買賣
梨花女子大學服飾精品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１１４號 服裝配件
梨花女孩正韓精品服飾店 32400桃園市平鎮區德育路二段１４５號 一般商店
淑女之戀 22000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２４５巷７０之２號５樓 精品店
淑女之戀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２８２號 精品店
淑女之戀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６５４號１樓 精品店
淑女之戀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５１０號 精品店
深山咖啡驛站 98300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５５－３號 餐廳
深山咖啡驛站 98300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東竹５５－１號 餐廳
清文車業行 80600高雄市前鎮區管仲路４７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清弘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３２４號５樓 化妝品
清亮艷ＫｉｎｇＲａｎｋ 80700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５８號４樓之３ 化妝品
清香雅集小吃店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五福里中正路５９１號１樓
現發汽車有限公司 26800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三段２２６號１樓 汽車保養修護
盛沅商行 64300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新興路５６之８號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盛甫企業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２段２３４巷２７號１樓 咖啡、茶包、咖啡豆及咖啡機等相關器具批發
盛放工作室 36700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５４號 一般商店
盛昌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明德里學府路一段９號５樓 旅行社
盛發鞋行 51000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光明街３１１號
眾依貿易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１１２號 服裝配件
祥光眼鏡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２２０之２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祥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１６６號４樓 旅行社
祥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conline.com.tw/ e-commerce
祥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埤林里學府路一段１２６巷１４號１３樓 速食店
祥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１０２號１樓 家電用品
祥發汽材百貨行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５０號１樓 汽車零件,汽車維修,汽車百貨零售
祥翔企業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１８１巷２３號 西式餐點
祥爾利有限公司 http://www.meler.com.tw/ e-commerce
祥睿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63200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３－１１號１樓 電動機車零售
祥福自行車行 26900宜蘭縣冬山鄉南興村１０鄰冬山路２０９號１樓 腳踏車經銷商
祥豪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5300雲林縣口湖鄉崙東村民生路１－８２號 速食店
祥鳳珍商行 https://natural-foods.com.tw/ e-commerce
祥騰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20400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二街６２巷２６號１樓 小客車租賃業
移動繪本工作室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７７號 服裝配件
笠谷精肉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NIKUSHOP888 e-commerce
第一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１號 速食店
第八間咖哩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８８號 咖哩料理
統一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８５號８樓 旅行社
統一鐘錶眼鏡行 32600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６１號 鐘錶、眼鏡
統和資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２３號６樓之２ 商業服務
翊翔整合貿易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宏翠里長江路一段１５６巷９弄４號３樓 電器用品
翎富國際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42800台中市大雅區三和里龍善三街１４８號１樓 一般商店
翎富國際貿易企業有限公司南門門市部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流芳里南門街４５號１樓 一般商店
船家堡食尚工藝 70800台南市安平區效忠街７１號１樓 中式料理、手工藝品販售

https://airportfrstc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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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奕國際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４２巷５９弄８號 成衣服飾
莉兒孋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番社里北榮街１３７號１樓 內衣零售
莉雯髮藝 80400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１１８號１樓 理髮美容
莊式巧克力店 24400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３８２－２號 糕餅麵包店
莊協和的床店 70200台南市南區健康路２段３４３號１樓 家具寢具零售
莎莉經典美食有限公司 97100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１０６號１樓 烘焙食品、飲料、拌手禮及早午餐業務
莎菲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２巷４７號４樓 化妝品
莎菲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２巷４７號４樓之３ 化妝品
莎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１１２號４樓 草帽、雨傘
莫克服飾企業社 60000嘉義市西區國華里北榮街１３１號１樓 服飾(韓系)
莫麗百貨行博愛分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９５號１、２樓 百貨、化妝品
蚵仔煎大王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５６號 餐廳
覓幸茶旅有限公司 55500南投縣魚池鄉通文巷５４號１樓 速食店
許多肉創意食堂 11200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６５號 餐廳
通記視聽器材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東區文化路２０４號 照相服務
逢甲久窩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 e-commerce
逢甲商務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IVH e-commerce
逢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１４８巷５８號４樓 保健食品生產銷售
連甲車業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新生路２８巷１６號 重機維修保養、改裝及24H道路救援等業務
連發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２０號２樓 旅行社
郭麗屏美容美體 63200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１４５號 美容美體服務
都邑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33400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３５號 旅行社
都會風情旅行社有限公司 81400高雄市仁武區大社區中正路８３號１樓 旅行社
野柳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46/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陳柏宇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２３巷５６號 理髮美容
陳風餐飲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１９４號 涮涮鍋
陳振芳香舖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１９３號 沉香、線香、盤香、沉香木
陳眼鏡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１７１巷１９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陶洋食和膳堂 11500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４７號１樓 日式料理
陸地實業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２段７４號１樓 眼鏡
陸地實業有限公司三重門市 10800台北市萬華區三和路３段１４３號１樓 眼鏡零售業
陸捌網通興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１７４巷４２號１樓 通訊設備

雀爾喜旅館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２８８號５樓之６、７、８、９、１０、

１１、１５
住宿

頂堅事業有限公司 41200台中市大里區東興里東榮路３８４號１樓 機車零售業
頂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engmeihall.com/main.asp e-commerce
頂傑鐘錶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６０號２樓 鐘錶及眼鏡銷售
頂福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７６號９樓 墓地、納骨塔買賣與管理
頂福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頂福里８９號 墓地、納骨塔買賣與管理
鳥人創意旅店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716 e-commerce
鳥舞日式料理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９７巷３號 各式日式料理
鹿聞商行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５段４２０巷２號 烘焙炊蒸食品餐館
麥肯吉工作室 32400桃園市平鎮區莊敬里中豐路山頂段１巷５８弄４５號 服裝配件
麥意斯商行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何安里西屯路二段９７－１１號１樓 餐廳
㨗誠國際貿易企業社 32000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１３６號 電腦周邊設備
傑堡國際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５７號５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傑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６５號８樓之５ 資訊業
傑輪車業行 20000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３０３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傑霓服飾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２２２巷１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凱心貿易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慈雲路１３７號１０樓之２ 一般商店
凱特青松露營用品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福林里福科路５３０號 露營車經銷商
凱盛汽車有限公司　 71700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３３０號 汽車及保養
凱盛通訊行 23900新北市鶯歌區永明街７３－２號 通訊器材
凱翊音樂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１５巷１１號１樓 樂器.樂譜
凱翊國際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１５巷１１號１樓 保溫杯.咖啡
凱莉服飾 60000嘉義市西區國華里文化路１６１號１樓 服裝配件
凱發汽車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新忠路２５號、２５－１號 車輛修護、車輛檢驗
凱瑄小館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３４７號 中式餐廳
凱爾登國際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１０６號１樓 皮革店
凱爾寵物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明湖里康寧路３段１８９號２１弄１６號１樓 寵物店
創視紀眼鏡行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２段１１８號 眼鏡
創睦食品烘培坊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３段１２３巷２６弄６號１樓 餐廳
創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渭水路１號１樓 照相服務
創樂宇宙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６８０巷４４弄１５號 速食店
勝川旅行社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６７５號 旅行社
勝嘉商店 63100雲林縣大埤鄉嘉興村嘉興６８之６號 麥芽膏、日用什貨
勝鴻工業有限公司 52000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３段４４０巷１６弄１號 觀光襪廠
勝豐輪胎行 91200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３７號＆３９號 輪胎買賣
博士眼鏡光學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４段１８號１樓 .
博仁堂食品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３００巷２７號１樓 藥膳餐飲
博東客企業有限公司 22200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１１１－１號 一般商店
博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科園二路１５號 寵物店
善鈺生醫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iso-oligo.com.tw/ e-commerce
喜王化工有限公司 42700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４９３巷２３弄３２號 化妝品、清潔用品、婦幼清潔用品
喜禾樂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４０８號旁 家俱及裝設品批發零售業
喜來登印刷設計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４５巷６號 商業服務
喜唯旅行社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萬盛里羅斯福路五段４５號４樓 旅行社
喬伊商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７４巷８號１樓 膠帶專賣店
喬娟 10500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７１號 雜貨，百貨便利店
喬盛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景新里莊敬路３１０．３１２號 動物醫院
喬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6500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１１７號１、２樓 醫美保養品
喬聖有限公司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１０２號１樓 食品烘培
單品集客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７２８號１樓 西裝訂作
堯風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３１－２５號１３樓 旅行社
壹品藥局 23500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５５號１樓 中、西藥及日用品零售
壹視代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８０號 眼鏡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806/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富仕服飾店 43600台中市清水區鎮北街５５號 男、女加大服飾
富立笙生醫科技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５０號５樓之８ 生技保健食品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IVH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746/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716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806/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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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品小館 11200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２段５號１樓 北方麵食、北方烤鴨、合菜
富盈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www.milife.com.tw e-commerce
富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２６號３樓之１ 旅行社
富郁霖企業社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２７８號１樓 涼麵專賣店
富泰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三路３６５號１２樓 食品什貨、健康食品、菸酒批發零售業
富紜水晶坊 24200新北市新莊區成德街６號 珠寶、銀飾、玉石零售 
富康開發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６８、７０號九樓 旅館業
富康開發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https://rflinsen.ezhotel.com.tw/ e-commerce
富康醫療器材行 22100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二段８３號 家居醫療器材 
富盛商旅有限公司 61.221.69.188/gogohotel/index.sap e-commerce
富紳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http://www.gogohotel.com.tw/ e-commerce
富貿汽車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２段５２４號１樓 汽車維修保養 
富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１０８－１號 旅行社
富順園小館 23100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４４２號 北方麵食、北方烤鴨、合菜
富裕自由商旅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３５號３樓、３樓之１ 旅館業
富裕自由夢想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８５巷２３號１之４樓 旅館住宿
富裕自由夢想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zhotel.com.tw/hotelrf e-commerce
富黎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limotel.com.tw/ e-commerce
富興鐘錶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４１號１樓 珠寶手錶
富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１００號９樓 旅行社
富騰達貿易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寧夏路１８０號 襪子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s://hotels.qrgo.com.tw/my-humble-house-group/ e-commerce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 https://hotels.qrgo.com.tw/my-humble-house-group/ e-commerce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礁溪分公司 https://hotels.qrgo.com.tw/my-humble-house-group/ e-commerce
寓丞家電行 71000台南市永康區二王里忠孝路４７９號１樓 電器用品
就是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２３６號２１樓 一般商店
崴立資訊科技社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２１２號 無線電通信設備零售
崴視吉音響企業社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福星里西寧南路４號１１４３、１１４４室 電器用品
幾何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４１號４樓之１ 到府行銷
彭倏耕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２８０巷２３號 一般商店
惠蓀林場 54600南投縣仁愛鄉新生村山林巷１號 旅館住宿
惡搞手工廠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員富里永和路３６３巷６號 機車經銷商
提克斯國際社 81300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４０７號１樓 餐廳
揚昇體育運動用品社 23700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１３號 動物醫院
斑馬公寓咖啡 40300台中市西區公平里精忠街３６號１樓 餐廳
斑馬散步咖啡 40300台中市西區吉龍里五權一街５號１樓 餐廳
普利擎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１０１號１樓 汽車服務
普若爾有限公司 83300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５６號１樓 LURISIA天然礦泉水.氣泡飲.啤酒
普嵐緹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２５號２樓 服飾
普麗緹髮型設計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和緯路四段２７５號１樓 美容美髮
景富莊企業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３段９９１之１號 國產家用家具零售
景富莊企業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１７８８號 國產家用家具零售
景豪企業社 61600嘉義縣新港鄉三間村１鄰鑽石新城１５號 空調設備銷售、安裝及維修
晴綺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５０號１２樓 美容、保養
晶品咖啡店 63000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新生三路１２８號 咖啡館
晶悅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ohist.com.tw/twangA/index_pc.php?pro=TOH e-commerce
晶晶美甲工作室 90000屏東縣屏東市溝美里仁愛路８３－１號 指甲彩繪
晶蝶數位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２１３巷８號 客製化筆電及伺服器工作站建置
晶龍藥局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２１８號 中、西藥調劑、零售
晶鴻創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星雲街１６巷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智客善良股份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１７９號８樓之２ 郵購直銷
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gigotoys.com e-commerce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00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５７號２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２１８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２２０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6500宜蘭縣羅東鎮大同路２７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民族路２５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３０１之６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2500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１８０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3400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１５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3800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８３巷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5000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８６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6000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２９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0000台中市中區民族路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0000台中市中區綠川東街３２號４樓之２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1300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路８７之１４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2000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１５１號５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2300台中市東勢區第五橫街１３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2800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４段７７９號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3300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１０７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43700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１３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62100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神農二街５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8000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２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9300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４３號９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92800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１段１１５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95000台東縣台東市中山路３２３巷８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峽營業所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３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士林營業所 11100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４段１８９號２樓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和營業所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３２８號２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五甲營業所 83000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一路１２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內湖營業所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３段１４８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太保營業所 61200嘉義縣太保市嘉朴東路１段７８號１樓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3400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５段４３之３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業所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１段３７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成功路４９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左營營業所 81300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３０２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永和營業所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５７號６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永康營業所 71000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２１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玉里營業所 98100花蓮縣玉里鎮大同路２２２－２號 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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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佳里營業所 72200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１０６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岡山營業所 82000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９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松山營業所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６７８號６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板橋營業所 22000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１０號５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林口營業所 33300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３４巷５１、５３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花蓮營業所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１３３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營業所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４８８－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營業所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４３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員林營業所 51000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４７－２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埔里營業所 54500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２段３４３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草屯營業所 54200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６９９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54200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１７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崑山營業所 71000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７９６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淡水營業所 25100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１２３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逢甲營業所 40700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３段３２１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麻豆營業所 72100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７０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分公司 64000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１７２號５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分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３３６－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店營業所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１９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營營業所 73000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１１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楠梓營業所 81100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１４１號３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溪湖營業所 51400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２２３號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62100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一段１２６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５７號５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旗山營業所 84200高雄市旗山區德昌路２２號１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營業所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４２８號４樓 補習班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潮洲營業所 92000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２０６號３樓 補習班
智慧嘉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１８號１樓 gogoro電動機車經銷商
朝日商務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 e-commerce
朝聖餐飲有限公司 65100雲林縣北港鎮東華里中山路１６８號２樓之２ 餐廳
朝鋒餅舖食品行 26000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二段３１７、３１９號 宜蘭餅銷售
朝鮮韓式料理餐館 23100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１５９號１樓 韓式料理
棉麻良品女裝店 60000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１８０號一樓 服飾零售
棉睡店 72600台南市學甲區豐和里美豐５８－３號３樓 傢俱店
棋鴻摩托車實業社 24700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５４６號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修理業
森林燦燦 40300台中市西區模範街１８巷５號 皮革店
森迪茶商社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１段１０號 手搖茶飲銷售
森悅咖啡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４段９７巷１弄２３號 餐廳
欽發自由車行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三三四號 腳踏車
殼花堂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４３０巷１２弄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渡簬企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８６巷２號３樓 一般商店
渥克時尚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１段３６巷１９號２樓２ 化妝品
温視日Ｗｅｄｎｅｓｄａｙ 81200高雄市小港區民益路６４巷７４號 玩具店
港區運動公園 43300台中市沙鹿區自強路３０１號 公眾遊戲區
渴望園區服務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分公司 http://www.aspirepark.com.tw e-commerce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３段２８４巷２號 咖啡、輕食銷售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７６號１，２，３樓 咖啡、輕食銷售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５０號２樓 咖啡、輕食銷售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１６１巷２－１號 咖啡、輕食銷售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５８７號１樓、２樓 咖啡、輕食銷售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2200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２７０巷１８號１樓 咖啡、輕食銷售
湧林工作坊 64800雲林縣西螺鎮中和里延平路４７號 童玩、手工藝品
滋味館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２０７－１８號Ｂ１ 套餐
焙蒂希爾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８６號１樓 餐飲業
無名氏服飾店 11100台北市士林區芝玉路二段２０巷４５號２樓 一般商店
無名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德店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９８號 成衣銷售
無相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５５巷６號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及酒類零售
無現造型沙龍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號２樓之９ 理髮美容
無罪飾放 10500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８２號 珠寶手錶
無藏跨界整合茗業有限公司 www.wu-tsang.com.tw e-commerce
猴美味 80700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７１３．７１５號１樓 速食店
琦翔企業社 WWW.CC168.TW e-commerce
琮瑋香腸會館 62200嘉義縣大林鎮中山路３４號 自助餐及便當零售販賣
琺鈉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松基里復興北路２３１巷１９－２號２樓 傢俱店
發現號特色民宿 92700屏東縣林邊鄉崎峰村裕後路９０號 旅館住宿
硬點子行銷企劃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２８５巷６５弄２號１樓 3C產品
程憲治國際時裝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２９號７樓 高價禮服及配飾
童話玫瑰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成功里明水路６７２巷２７號１樓 藝品店
童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PGT e-commerce
紫東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樂街２０號３樓２進 一般商店
絮事工作室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５４６號（２Ｆ） 一般商店
絲曼創意工作室 22000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２８巷１１號 洗剪染燙髮
翔盛小吃部 64000雲林縣斗六市龍潭里和平路６７號１樓 火鍋
翔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６０５號 嬰兒車
翔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南五路１１號 家具
翔業餐飲有限公司 41200台中市大里區永隆里永大街２０１巷４１弄１號 餐廳
翔遊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五福一路７７號７樓之３ 旅行社
翔鼎汽車商行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７３之２號 引擎電機維修、快速保養、底盤套件、改裝精
菁選食品行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２段１４２號 食品什貨零售
菓實書屋 23800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１１６號 花店
華大旅社 http://booking.taiwantravelmap.tw/user/booking.aspx?m=191&lg e-commerce
華山文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515&lg=ch e-commerce
華山市場－天象國際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１段１０８號１樓Ａ２５攤 藝品店
華山市場－采石齋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１段１０８號１樓Ａ１５ 藝品店
華山市場－相思傳奇－林淑華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１０８號１樓之Ａ１７ 藝品店
華山市場－鼎福銀樓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１０８號１樓之１８ 珠寶手錶
華山市場－德記水果行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１段１０８號１樓之２０ 速食店
華山市場－魔法石工作室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１０８號Ａ２２攤位 藝品店
華永貿易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９１號１樓 牙醫臨床專業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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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500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７１、７１－１、７１－２號 木器、佛具、家具
華匠職藝有限公司 www.boconi.com.tw e-commerce
華育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３９號１２樓 化妝品
華威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至誠路一段１３８號 住宅裝潢承包公司
華泰玩具有限公司 26000宜蘭縣宜蘭市舊城東路３５－１號１樓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育樂用品零售業
華泰玩具有限公司台東營業所 95000台東縣台東市民族里博愛路４０６號１樓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
華泰玩具有限公司花蓮營業所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和平路５８９巷２號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
華湘實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３６２之７號１樓 家電
菳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民裕街８１號１樓 旅行社
萌星人小舖 10600台北市大安區臥龍街２０７號３樓 一般商店
詔安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４３巷２號 藝品店
貳樓洋食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１０８號１至４樓 餐廳
貳樓洋食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公益分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１７２號 餐廳
貴族旅行社 71100台南市歸仁區文化街三段７２０巷３６號 旅行社
買肉找我 23100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６－３號 速食店
貿豐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門里西寧南路７２－１號２樓３１室 男裝
賀伯特國際文教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夏林路２３８號 文教服務
超凡旅行社有限公司 32400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２７４號１、２樓 旅行業
超越體能顧問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４段１７號地下一層 教育服務
超越體能顧問有限公司忠孝門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７５巷２１號地下１層 教育服務
超越體能顧問有限公司信義門市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５段１６號２樓之２ 教育服務
進升有限公司 41300台中市霧峰區四德里峰堤路６８７號 汽車維修、汽車零件批發零售
量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１３０號４樓 儀器買賣,維修
鈜蘢鑫企業社 83000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北二路２８號 汽車維修及零件買賣
間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建國里愛國西路９號３樓之６ 一般商店
陽光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中華４路７１及７５號 旅館
陽光高爾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４７，及４９號１樓 動物醫院
陽盛食品行 71100台南市歸仁區大潭里長大路１號長榮一店 食品什貨、輕食餐點及飲料零售
陽盛食品行 71100台南市歸仁區大潭里長大路１號長榮二店 食品什貨、輕食餐點及飲料零售
陽盛食品行 80400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７０號 食品什貨、輕食餐點及飲料零售
陽盛食品行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４２０巷１５號 食品什貨、輕食餐點及飲料零售
隆愛商行 70100台南市東區自由路二段７９號１樓 花店
隆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９１號之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公司桃園機場分公司 33700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９號１１１８櫃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１５１號９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７７號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公司 64000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７９號１Ｆ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２段５０１號２４樓之１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３９５號１０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分公司 26000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二段２０２號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９４號１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 97000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５０９號１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分公司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９８之３號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１７５號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36000苗栗縣苗栗市民族路６８號１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２０７號１７樓之２之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２１１號１８樓之１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20000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２５３號１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３６０號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５２９號１樓 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２３８號 旅行社
雄鶴國際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５９號１０樓之１ 化妝品
雅士眼鏡 40800台中市南屯區三義里黎明路二段４３８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雅竹小吃店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１段９之２號 鐵板料理
雅芳軒股份有限公司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１６１號 餐飲、套餐及各式飲品等

雅芳軒股份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６１號２樓、３樓 餐飲、套餐及各式飲品
雅品企業有限公司 23800新北市樹林區大有路６３號１樓 童裝
雅雪美妍坊 73000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２７９號 化妝品
雅普廣告設計 70400台南市北區長北街６６號２樓 廣告設計
雅登服飾 30400新竹縣新豐鄉山崎村建興路一段１５３－２號 成衣、皮包及服飾配件等批發零售 
雅顛綠藝 40300台中市西區館前路７２號 花店
雲林文創小舖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７２號 文教育樂用品
雲林縣哪吒功德會 65400雲林縣四湖鄉蔡厝村新興路１－６號 慈善活動勸募，宗教文創商品
雲彩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１５號３樓 旅遊業
雲遊單車休閒館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松和里崇德６路１段１７３號１樓 腳踏車經銷商
雲德飲料店 30000新竹市東區關新西街２００號一樓 調酒、簡餐 
雲橋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２０２巷８弄２之１號 網路廣告業
雲橋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２８５號２０樓 網路廣告業
雲橋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３４６號８樓 網路廣告業
順弘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１７號 酒類批發
順成油廠 63300雲林縣土庫鎮忠正里光明路１６６號 食用油脂製造業、食品什貨販售
順義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２９７號１樓 中藥批發零售
順達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７８號１０樓之５ 行程規劃、機票代售、代辦護照等
順興旺企業有限公司 24700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臨３５９號 修車行
順瓏建設有限公司 32800桃園市觀音區褔昌街６５號 住宅開發
黃金白甘蔗汁 10600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１號前 速食店
黃金全麥潤餅 10600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１號旁邊 餐廳
黃振豐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３０７巷１５號１樓 速食店
黃源興餅店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１段１６６號 餅店
傳佳知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70200台南市南區永成路二段７２３號 嬰兒用品
傳統整復推拿館 22100新北市汐止區福山街６０巷１１號１樓 按摩院
園仔湯商旅有限公司 www.garden-spring.com.tw e-commerce
圓山高爾夫用品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３段２９４號１樓 高級高爾夫用品批發零售等
圓明園海鮮餐廳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３９９號 餐廳
圓頂通訊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４１７號１樓 手機、配件
圓圓小吃店 23500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１５巷１、３號 刷刷鍋
圓鼎藥局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４０７號２樓之１ 藥房
圓夢通訊屋 32000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２段１００號 通訊器材
圓寵有限公司 24800新北市五股區興珍里中興路一段１３７號２樓 寵物店

http://www.bocon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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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比比多咖啡館 71200台南市新化區信義路２３０號１樓 咖啡廳
奧汀咖啡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８６巷１１號 餐廳
奧斯卡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１１５０號１樓 各式相關運動器材銷售
奧群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http://shopping.ourchoice.com.tw e-commerce
媽祖埔豆腐張 63200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４７１號１樓 中式餐點
媽媽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amahow.com.tw e-commerce
微創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www,vsi.com.tw e-commerce
微景設計工作室 40300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１６４巷３０號１樓 花店
微醫蓁美國際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中華路一段７５１號４樓 化妝品
微醺斑比插畫工作室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７３２巷１３號 藝品店
愛云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２５３號１樓
愛尚企業社 32500桃園市龍潭區中正里大同路１３０巷２３號 美語教學
愛珂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１４５號１樓 傢俱店
愛美膚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１８６號 醫療服務
愛茉蕾寵物廚房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４１巷１６號１４樓 一般商店
愛蜂窩專業通訊行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６號２樓 服飾批發零售業
愛維康生活藥妝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１７０巷２１號 西藥零售
愛魅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s://ec.rapaq.com/ e-commerce
愛麗安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德昌路８８號 機能塑身衣零售
愛麗美學沙龍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光興里中山路２８號１樓 美容美髮
愛麗絲國際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eris-hotel.com/ e-commerce
愛饕客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５３０號１－２樓 中式簡餐及港式點心等
搖擺太空人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１６０巷１３號 餐酒館
敬翔五金有限公司 50300彰化縣花壇鄉中庄村１６鄰中山路１段７－３５號 五金零售
新中山輪胎行　 30400新竹縣新豐鄉崎頂村建興路二段５７５－６號 汽車保修及輪胎批發零售 
新世發傢俱有限公司 33300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９０８號 傢俱批發零售
新加坡商天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xoffice-axxa.com e-commerce
新加坡商歐佳麗卡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４６號８樓 到府行銷
新北市土城東區扶輪社 23600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４段２號６樓 工會
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23100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４５號 教育服務
新北市林口國民運動中心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２段２９９號 公眾遊戲區

新北板橋果菜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板城路1000號 批發市場零批場

新民汽車保養廠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安豐路３０－１號 修車行
新光眼鏡行 70200台南市南區府南里金華路一段５５２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新名家養生足道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６５號 按摩院
新竹市私立筑風音樂短期補習班 30000新竹市北區北門街１０７號 才藝課程
新竹旅行社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北區中華路三段９號１０樓之１ 旅行社
新竹救國團附設短期補習班西門 30000新竹市北區西門街１４６號２樓 教育服務
新竹救國團附設短期補習班演藝 30000新竹市北區演藝路２３號２樓 教育服務
新坡輪胎有限公司 32800桃園市觀音區環中路４３１號１樓 車胎零售
新時代有限公司北一分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２９８號 手機及手機周邊配件零售
新浦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何福里成都路１０１之１０號
新新文具行 23600新北市土城區柑林里金城路二段２３０號１樓 電器用品
新葉山茗茶行 63200雲林縣虎尾鎮德興里２８鄰北平路１４６號 茶葉
新興模型玩具商行 32600桃園市楊梅區中山里２１鄰環東路４８４號 模型玩具、遊樂器材
新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３１８號１０樓－１ 一般商店
新豐原汽車有限公司 42700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４３０號 汽車修配及配備零售
新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ocityinn.com/Cityinn4/index.aspx e-commerce
新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ocityinn.com/ e-commerce
楊家香食品有限公司鹿港分公司　 50500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民生路臨１２８號 肉干食品批發零售 
楓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aimyfe.com/ e-commerce
業興汽車精品百貨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３４８號 汽車零件及配件批發販售
極兆企業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１９２之５號 酒類批發、零售
極昀企業有限公司 24700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３１巷９號１樓 一般商店
極速車業 80300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２１號 機車/中古車買賣、維修、檢驗
極焰精緻燒肉 97000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１５０號 燒肉及排餐料理
概念銀精品行 www.studiosc.com.tw e-commerce
源凱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２２１號 汽車維修
溫叨兆咖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３段９２之１號１樓 餐飲業
溯心實業社 82600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港七街５２號 速食店
滐鍶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２段１４號 汽車鍍膜美容保養
瑋男時間企業社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１３８巷３弄７號１樓 男裝
瑞城家具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香山區頂埔路３０號 家具銷售
瑞盈商行 64300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中西路８之１號１樓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瑞德童話藝宿有限公司 26200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溫泉路５１－１號 住宿飯店
瑞德餐飲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６７８號１樓 法式料理
瑞馨家電事業有限公司 20600基隆市七堵區崇禮街１６號 家電、電器販售
瑟菲娜美容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１５巷７號 理髮美容
當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台路２３號１樓 團體旅遊 
睫寶美妝 61200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太保二路１２１號１樓 理髮美容
祺泫國際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BWD e-commerce
祺勝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４９號 不動產買賣
祿大食品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錦西街３－１號 食品業
置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樟樹里大同路一段１８３號１３樓 皮革店
群昇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水尾里興平路５５號３樓 速食店
群英少淑女服飾行 32600桃園市楊梅區福德街２１９號 女裝服飾
群英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５４號９樓 旅行社
群益玩具店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６９號１樓 遊戲軟體零售、電子遊樂器
群盛汽車商行 11200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１６８巷１號１樓 汽車修護及保養
群錡車業企業社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文程路１１１－５號 汽車服務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imeifoods.com.tw/ e-commerce
義馳國際有限公司 11600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５６號 機車買賣及維修服務
聖東資訊有限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５號 電腦維修
萬年佳和模型玩具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門里西寧南路７０號４樓之１２ 公眾遊戲區
萬佳國際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７５號 照相器材
萬國別（舍官） 60500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東阿里山４５號 住宿服務
萬灃股份有限公司 64000雲林縣斗六市榴南里斗工三路３號１樓 菸酒批發業.飲料批發及製造業
葉雪創意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大和里大港街１３８號２樓 日常用品、電腦周邊商品

https://www.mamahow.com.tw/
http://www.studiosc.com.tw/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B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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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樂實業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１３３巷２６號１樓 服裝配件
董師傅手工米麻糬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１２６號 麻糬食品批發、零售
葳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２９６號１樓 3C產品、行動電話及配件銷售
葳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復興門市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８４－３號 3C產品、行動電話及配件銷售
蒂朵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忠義街６號１樓 餐廳
虞記電器行 11000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５２號１樓 電器用品
蜀川食府 62100嘉義縣民雄鄉保生街１９７號１樓 各式火鍋及麻辣火鍋
裕民廚具行 40600台中市北屯區陳平里中清路二段４６６號１樓 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
裕峰藝品行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２９３號 水晶玻璃
詩曼莉美容生活館 41200台中市大里區大里路６０號 保養課程、保養品、身體美容
詮達旅行社企業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仙草里五妃街２９５號２樓 旅行社
詮鑫影音科技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路２號 汽車音響零件配備批發、零售業
誠一金坊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５２６號１樓 金銀珠寶買賣業務
誠松泰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0300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中山路５２７號
誠格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４８０號２樓 修車
誠壽司小吃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忠翠里文化路２段１８２巷７弄５號 餐廳
路得咖啡坊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１２巷１６弄２號 餐廳
路得營養生活健康有限公司 43700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１７６號 藥妝店
跳躍子時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寶元路２段３１巷２號 速食店
躲起來茶飲店 25100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１５０巷１－１號 各式茶飲
遇見未來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５２７號１樓 電器用品
遇見時光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４３巷１號 藝品店
達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１０６號之３ 旅行社
鈺泉齋茶莊 60000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６２號１樓 荼葉、茶具
雷諾瓦國際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四維巷８弄６號２樓 一般商店
電電購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etddg.com/ e-commerce
靖鎧國際有限公司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２９之１號２樓 一般商店
鼎欣企業有限公司 71200台南市新化區豐榮里信義路４８４巷３４號 黑糖製品
鼎珍坊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２１９巷１號１樓及地下
鼎陞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４２號８樓之１ 旅行社
鼎華汽車國際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一路２３號 汽車銷售
鼎極麻辣鍋 73000台南市新營區健康路４６號 火鍋套餐
鼎鼐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中正里南京東路三段２８７號２樓 房屋仲介地產代理
嘉利興實業有限公司 51000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南平四街１６號 五金零售
嘉竑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６５巷１１號 義法料理餐次
嘉美皮件行 10600台北市大安區臨江里臨江街８６號 皮革店
嘉圓行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２０３之５號１樓 餐具食品什貨批發零售買賣
嘉義市立仁高級中學 60000嘉義市東區東區頂寮里立仁路２３５號 教育
嘉爾樂仕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新民路６９９號１－２樓 各式粵菜料理簡餐
嘟嘟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２０號８樓之４ 旅行社
壽喜屋餐館 72100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７１０號１樓
夢幻熊熊商行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５６巷５７號１號 女裝服飾,其他服飾品零售
夢思潔有限公司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光明西路２４１號 化米庄品零售
夢想起飛健康運動有限公司 20100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１４８號２樓 健身中心
實是國際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福安里友愛街１１５巷５－３號１樓 煙酒專賣
寧兒服飾店 54000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１６號一樓 服飾、鞋子、帽子、配件
寧默髮藝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１０３－４號 理髮美容
彰化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50000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２號 教育服務
彰化縣團委會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南郭路 50000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４７巷１３號３樓 教育服務
彰化縣團委會員林區附設語文技藝短期補習班 51000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３１號 教育服務
彰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50900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一段６９號 寢具批發零售
慢漫ｓｌｏｗ　ｆｌｏｗ 40800台中市南屯區豐富路３１１號１樓 家具設備
慢漫窩溫泉旅宿 26200宜蘭縣礁溪鄉大忠村五峰路７．９號２－６樓 旅館住宿
暢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民龍里台灣大道二段３０９號１３樓之１ 旅行社
榮美金鬱金香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sbhotels.com.tw/ e-commerce
榮賓汽車材料行 43700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３００號 汽車零件及附屬品販售
滴夏有機事業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２１６巷３３弄１１號２樓 原生酵西每、優菌、金字塔能量活水機
滾滾鍋物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復興里民權路６２號１樓 餐廳
漁季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９６號 速食店
漁品軒有限公司 20200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７１號１樓 水產產品批發零售
漂亮寶典護膚名店 20000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１４號９樓 美容護膚服務
漢來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apq.hihotel.asia/zhtw.v3.0.106.0.HILAI0/page/131.131 e-commerce
漢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１８１號１樓 家庭用品供應
漫步佐敦港式雞蛋仔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路二段１８２號 餐廳
漾竹坊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４１號 藝品店
漾館溫泉生活館有限公司 http://www.aquabella.com.tw/ e-commerce
瑪雅之家 94600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３３０之６號 旅館住宿
瑪雅租車 94600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３３０－６號 汽車出租
瑪瑪商行 22100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１０６巷３１號１４樓 一般商店
瑪霽企業社 25100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７４之１號（１樓） 衣著、鞋、帽、包
甄福記烤鴨餐廳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３巷２號１樓 烤鴨及中式料理餐廳
瘋卡國際有限公司 24400新北市林口區中湖里民享路３８１號 汽車零件行
瘋台北青旅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光復里延平南路２１號２樓 旅館住宿
瘋通訊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２段９４號１樓 通訊器材
睿宜綠能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大林里桃鶯路３８０－１１號１１樓 化妝品
睿嘉企業社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３３７巷１６弄２７號２樓 嬰兒布尿布等嬰兒用品零售
碧之潭旅館餐廳 23100新北市新店區碧潭路１２１號 旅館、餐廳業務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２２２－１號１樓 通訊器材
碩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光明路３２巷３４弄４號１樓 一般商店
禎薪輪胎行 81100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３０號１樓 輪胎行
福安藥局 20500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５５２號１樓 藥房
福利手機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２６１號 通訊器材
福來舖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９４號１樓 餐廳
福委商行 42800台中市大雅區六寶里中清路四段８８７巷５弄７號 食品、肉品供應商
福泛通訊 80000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１７８號１樓 傳真服務
福泰國際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www.fortehotelgroup.com e-commerce
福勝亭中和永安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４８０號２樓 餐廳
福勝亭仁德店 71700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７１１號 餐廳
福勝亭虎尾店 63200雲林縣虎尾鎮立仁里立新街９６號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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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勝亭基隆愛買店 20100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５３號Ｂ１（愛買量販店） 餐廳
福勝亭新店店 23100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３段１１３號２－４樓 餐廳
福勝亭彰福店 50000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２段３２１號 餐廳
福富汽車有限公司 26800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一段７８號 汽車服務商店
福華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81400高雄市仁武區永菱街１１２號 不動產開發業
福璟直火珈琲豆專賣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２１號 咖啡豆、咖啡機
福璟鮮烘咖啡店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５９８號 咖啡豆、咖啡機
福霖宴會有限公司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２號 中式餐飲
禕朝企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１段６１號 女裝
種子艾森品牌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２２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窩飯店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３９４號 旅館住宿
精勁企業行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南福街１５６號 冷氣維修、買賣
精通通訊行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門里成都路３３號 通訊器材
綠佳源生技國際有限公司 35100苗栗縣頭份市１０鄰維新路３０－１號１樓 化妝品
綠活園企業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１０９巷８７號１樓 食品飲料,廚房用品
綠圓企業社 11200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１段１６５巷７弄２號２樓 化妝品零售
綠藤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７７號１０樓之１Ａ 速食店
綠寶寶手機配件 https://www.boza.com.tw/ e-commerce
綠譽股份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倡和巷３４號 藥場，醫院設備
維Ｃ加油站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４１０巷２弄２０號 餐廳
維肯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鎮北里擴建路１之３１號２樓 汽車零件行
維納斯髮妝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２３４巷２５號 理髮美容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１９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維霖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https://www.redbrick-pudding.com.tw/ e-commerce
翠柏斯企業有限公司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４８３巷２４號 一般商店
聚玉齋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１０１號 珠寶、手工藝品
聚玉齋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２號１樓（松壽君悅店） 珠寶飾品、手工藝品
聚量旅行社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智惠街９４號１樓 旅行社
聚點眼鏡行 26500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２３６－１號１樓 眼鏡
聚點隱形眼鏡興業有限公司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２７４號 眼鏡
臺北市私立健康天才領袖體能發展短期補習班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２段５６號２樓 專業兒童發展評估
臺南市大內區石子瀨社區發展協會 74200台南市大內區石城里石子瀨１１４－６６號
臺灣聚益有限公司 23600新北市土城區永和街７９－８號 商用電腦噴墨繪圖機、冷裱機及其耗材等電腦
蒔在髮藝坊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大業里大墩十七街３７號１樓 美髮服務
蒸烹派客家美食 36700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１３鄰雙湖路５之５號１樓 美食
蓁情烙印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４３巷１號 藝品店
蓁燴吃小吃店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１９７號１樓 火鍋餐飲販售
蓉樺美學坊 23400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２１巷２號 美容保養
豪仁早餐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１７１號 早午餐
豪冠汽車企業行 81300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１４６號１樓、１４８號１樓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及修理
豪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精誠路１４號４Ｆ之６ 旅行社
豪聲樂器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s://hausheng.com e-commerce
賓士旅行社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８０號４樓，９樓，１２樓 旅行社
賓士聯合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８０號９樓 旅行社
赫里亞－台中 42800台中市大雅區中山路５２號 傢俱店
赫里亞－台北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一段３２巷９６號 傢俱店
赫里亞－台南 70200台南市南區永成路二段３６９－２號 傢俱店
赫里亞－高雄 81400高雄市仁武區大正路９－２號 傢俱店
赫茲風格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７６號４樓之１ 化妝品
趙茶房壼雕精品店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３２２號 壼雕精品.茶壺
遠東眼鏡行 64000雲林縣斗六市四維里太平路１１１號 眼鏡零售業
遠景眼鏡行 32000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榮民路１５，１７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酷可創念有限公司 http://shopping.cokedesign.com.tw/ e-commerce
酷米雜貨 33800桃園市蘆竹區順興里南順四街６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酷鎷企業工作坊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４段８５號２樓 NTU系列服飾等
銀宮皮鞋店 30000新竹市東區復興路６３號１樓 男女鞋銷售
銀都髮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２６巷１８號 美髮業
銀壘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３０７號１樓 汽車包膜鍍膜美容
銓大手機筆電維修 33300桃園市龜山區大同路２５９號１樓 電腦維修服務
銓美婦幼用品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７７２號 童裝
銓陽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３８６號２樓 家庭用品供應
銘人眼鏡行 40300台中市西區吉龍里美村路一段７６１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銘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３６２之１９號 各種運動服飾
餅好家店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１５３號１樓 輕食.飲品店
鳳屏寵物用品企業社 83100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３５號 寵物用品零售批發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２５號４樓 旅行社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５４０號１２樓 旅行社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二段２８１號３樓 旅行社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９２７號１１樓 旅行社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１１０號１７樓之２ 旅行社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新竹市北區民生路１９６號１２樓 旅行社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嘉義市西區友愛路１號１樓 旅行社
鳳梨旅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２號３樓之１４ 旅行社
鳳陽花谷股份有限公司 23300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６號 餐廳餐飲
齊林唱片商行 60000嘉義市西區書院里西門街２０７號１樓 唱片
劉氏三兄妹設計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１３１號１樓 一般商店
劉里長雞肉飯店 60000嘉義市東區東興里公明路１９７號１樓 雞肉飯、滷肉飯、排骨飯
墨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s://order.yifangtea.com.tw/;https://order.georgpeck.com.tw/;http://kouchaliao.foodingredient.com.tw/;https://order.shuangjiang1986.com/e-commerce
墨攻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oego.com.tw/ e-commerce
嬉思迪度民宿 73600台南市柳營區士林里進學一街６２號 民宿
寬悅花園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KUA e-commerce
廚房線上 11400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３段１８９巷１２弄７號 傢俱店
廣茂機車行 40600台中市北屯區安順四街２９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廣誠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3000桃園市桃園區長春路３６號１樓 不動產開發買賣
廣飴鄉商行 11200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４０１巷２９０之１號 飲料食品批發零售
德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neogence.com.tw e-commerce
德旺（大同分店）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１１２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德旺機車行 22100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１５９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德林股份有限公司 24800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七路７號 義肢設計、生產、批發及零售等

https://www.boza.com.tw/
https://hausheng.com/
https://order.yifangtea.com.tw/;https:/order.georgpeck.com.tw/;http:/kouchaliao.foodingredient.com.tw/;https:/order.shuangjiang1986.com/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KUA
http://www.neogen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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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林股份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２２１號３樓之１ 義肢設計、生產、批發及零售等
德林股份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東區忠孝路５６２之６號 義肢設計、生產、批發及零售等
德林股份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４５５號 義肢設計、生產、批發及零售等
德智銀樓　 33800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２８７號 銀樓
德瑞數位館 50000彰化縣彰化市長樂里光復路１７４號１樓 電器電子相關產品買賣
德聖建設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８７號 住宅裝潢承包公司
德鴻行 90000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１８－５號 電子遊樂器娛樂用品零售,遊戲軟體零售
德謹樂貿易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３３３號５樓 一般商店
慕恩婚禮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１７８－５號３樓之２ 藝術，製圖公司
慧慧小舖 70100台南市東區崇學里崇學路４號１樓 女裝服飾買賣
慶如汽車有限公司 20600基隆市七堵區永安里俊德街１之１號１樓 現代汽車(Hyundai)商用車銷售
慶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www.galahotel.com.tw e-commerce
慶祥旅行社事業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９５－１號４樓 旅行社
慶瑞茶業有限公司 73000台南市新營區民權里中山路２５６號１樓 茶葉批發、冷泡茶飲品
慶爾喜旅館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２段７４巷２之１號１樓及２樓 旅館業
慶爾喜旅館有限公司長沙一館 10800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２段１１號２樓 旅館業
慶爾喜旅館有限公司長沙二館 10800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１１號３樓之１ 旅館業
慶豪蔘藥行 24700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北路二段３６號 各類中藥買賣
憬瑄羊肉料理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９１之２號
摩天廣場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６５８號１－１２樓 住宿飯店
摩尼寶國際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１８９號３樓 童裝
摩科索科技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３段２６號１１樓之７ 速食店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１１號 鞋類、運動用品、器材零售等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８７號 鞋類、運動用品、器材零售等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１１號 鞋類運動用品及器材零售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１３０號２樓 鞋類、運動用品、器材零售等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１６８號 鞋類、運動用品、器材零售等
摩爾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５號７ＦＣ１６ 化妝品
暮森餐飲有限公司 60000嘉義市東區豐年里興業東路１１５巷１２號１樓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樁之菓柑仔店坊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１段５０－１號１號廣場 速食店
樂ｐａｄ殺手堂 80200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２０８巷６號 通訊器材
樂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北三路２３５號１３樓 旅行社
樂米動物醫院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五街２０６號 動物診療
樂活行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booking.aspx?m=598&lg=ch e-commerce
樂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200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７５８號９樓 速食店
樂潮日式料理 73000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２段２５４號 日本料理
樂頤飯店有限公司 http://www.laclehotel.com.tw/ e-commerce
樂購旅行社有限公司 80100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２９１號１樓 旅行社
標緻通訊行 23100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１８４號１樓 通訊器材
歐立利國際展覽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１９９號Ｃ棟２－５ 生活藝術品販售
歐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光明街５７號 負離子空氣淨氣機、殺菌活水機
歐伊工作室 10000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７０號１樓 餐廳
歐伊汽車材料有限公司 43500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九段１７１號１樓 汽車材料買賣
歐其爾國際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文喜街１號１樓 服飾精品.珠寶設計
歐杰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３２５巷２６號 餐廳
歐原形象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１９９號Ｃ棟２－６ 文具及香氛產品
歐普拉樂器行 32500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２３號１樓 樂器行
歐綺美容工作室 100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２２２號２樓 化妝品、保養品銷售
歐臨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４７２號１樓 咖啡器具、熟豆/耳掛批發零售等
潛滑戶外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６號１樓 潛水滑雪運動器材及設備服裝
潮湧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９１巷３２號１樓 美髮設計、美甲彩繪及美髮保養、相關保養品
澎澄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EVH e-commerce

熱情森巴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３９之２號（嘉信２２號碼頭第Ｂ，Ｅ，

Ｆ攤位）
牛排餐館

璇轉亨利精品店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０號２樓之２０ 服飾、鞋、帽等零售
磊虎重機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遼寧一街９號 機車經銷商
磐石通信行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８４號１樓 電信器材零售業
磐時電動車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大仁路１０號 一般商店
箭簇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30400新竹縣新豐鄉後湖村十一股１５之８號 弓箭運動器材銷售
緯訊資訊筆電快修中心 30000新竹市北區民富里西大路７１４號１樓 通訊器材
緻美生技美容企業社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１５５號３樓 化妝品及保養品銷售
膜職人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２３５－１號 手機包膜、維修、買賣、機車面板包膜
膜職人有限公司文橫分公司 80000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１２４號 3C包膜、維修、手機買賣
蓬萊禮品社 20000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２６號 雨傘
蔓越莓茶飲專賣店 70100台南市東區青年路２３５號１樓 飲料
蝶衣花架服飾店 82100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１８９號１樓 淑女服飾
蝶姿國際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２２５－１號 服飾業
誼光國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ks.com.tw/#anchor= e-commerce
誼科國際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４２號７樓之３ 速食店
輝柏股份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１３７號 文具用品
輝哥民宿 26400宜蘭縣員山鄉深福路１３０號 旅館住宿
輝鴻天然水晶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建國假日玉市－Ａ７０） 水晶玻璃
輪動未來生活有限公司 25100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２０４號 機車及機車零件配備之零售業
輪輪商號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３８０巷３８號１樓 一般商店
醉翁堂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存中街１７２號１樓 煙酒專賣
靚葳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８９之６０４號 一般商店
靚點眼鏡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１１４巷５號 眼鏡，光學儀器商
駛坦麗專業汽車美容店 32800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一段３３號 汽車服務
魯燕蓉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１３３號 藝品店
儒園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22100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１６９巷２５號１０樓之３ 影音節目製錄播放軟體
凝視咖啡青商眼鏡 10800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３２號 眼鏡，光學儀器商
墾丁南灣渡假飯店 http://www.nanwan.cow.tw e-commerce
墾丁旅行社有限公司 90000屏東縣屏東市蘭州街４之２號１樓 旅行社
學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www.buffalo1966.tw/shop/ e-commerce
學長企業社 22000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１３４之１號２樓 電玩軟、硬體
寰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賢北街２７巷９１弄１８號１－２樓 旅行社
寰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81400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３６號１樓 旅行社
憶香許商行 50000彰化縣彰化市延平里岸頭巷１３之１２號 堅果食品零售
曉城商號 64800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４５之１號 腰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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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鴻髮廊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２１０號２樓 美容美髮服務
樹太老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２５７號
樹太老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40800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１３６之１號 豬排定食
樹東山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40600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３８０之１２號、３８０之１５號 餐飲業日式定食
樺漾服飾 60000嘉義市西區國華街１６４號１樓 各式潮牌服飾及飾品小物販售
橄饗家西班牙嚴選美食有限公司 70800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５９０號１樓 西班牙私房料理
澤井極鍋物 24700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７０號１樓 日式涮涮鍋
澤鑫國際有限公司 https://www.igigno.com/ e-commerce
澳玩客民宿 26800宜蘭縣五結鄉福和二路１１８巷８－１號 旅館住宿
璞田有機生活屋　 23800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１００號 有機食品
盧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全安里敦化南路二段２６７號１０樓 一般商店
穎達生技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４０２號１７樓之２ 保健食品銷售
翰奇企業有限公司 73000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９６號 辦公室文具用品零售
翰宸企業社　 23600新北市土城區學士路５７號１樓 電玩軟、硬體
膳馨餐飲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存中街２１號１樓 速食店
興大麻辣乾麵 40200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１０９號 餐廳
興便當興大店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４５號 餐廳
興家園傢俱行 71000台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七路３７８號 傢俱店
興琪洗衣店 51400彰化縣溪湖鎮湖西里二溪路一段１６７號 洗衣服務
興隆廚具生活館 11600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１６４號 廚具、廚房配件、熱水器、抽油煙機
興橋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１８２號２樓之３ 速食店
蕥菱服飾精品店 22100新北市汐止區信義路１３號１樓 各類服裝及飾物店
蕭皓天皮膚專科診所 23700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１８６號１、２樓 內科醫生
褲王實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１３０號１樓 服裝配件
諦羅斯特有限公司 www.mojocoffee.com.tw e-commerce
貓吐司堡專賣店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里大學路２２巷１６－１號１樓 餐廳
貓自在寵物事業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２０３號２樓 貓旅館及貓飼料用品
錦芳齋糕餅店 65100雲林縣北港鎮東華里９鄰中山路１６２號１樓 糖果餅乾零售
錫特工業科技有限公司 80600高雄市前鎮區天后街３３號地下一樓 測量檢測儀器.通用手工具
默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西苑分店 https://booking.taiwantravelmap.com/user/MobileBooking.aspx?m=157&lg=ch e-commerce
龍宏輪胎行 63200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忠孝路４７號 汽車輪胎買賣
龍和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１３５號１樓 辦公用品
龍珍餐廳 31000新竹縣竹東鎮東寧里東寧路１段３９號２樓 餐館類 
龍盛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１８號 羊肉爐火鍋
龍魚工廠－鄭雅玲 73100台南市後壁區嘉苳里本協５號之２９ 一般商店
龍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５０號５樓之８ 紐西蘭進口保健食品及健康食品
龜地灣旅館有限公司 94400屏東縣車城鄉龍井路１－１６號 旅館
優尼客餐飲實業 90000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２２９號 餐館
優巨家具有限公司 32400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２段５０６之１號 家具家飾批發、零售
優統食品有限公司 51000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至善街１９８號１樓 冷凍食品到調味醬料各式食品什貨
優勝旅行社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６５號６樓 旅行社
優視眼鏡行 63200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８鄰中山路１００號１樓 眼鏡及其零配件
優視達光學有限公司 https://shop.innovision.com.tw/ e-commerce
優質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２段１８９號１７樓之一 氣宗儀健康器材
優黎思精品名店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３９８號２樓 美容
優優饗宴有限公司 35100苗栗縣頭份市東庄里１８鄰尚順路５６號 餐飲業
優麗絲美容院 11100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３０１號２樓 美容、美髮、修眉、護膚
彌亞衣著館 80100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４３號 一般商店
彌亞衣著館忠孝店 80200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１４２號 一般商店
彌亞衣著館鳳山店 83000高雄市鳳山區雙慈街７號 一般商店
曙光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２１號１２樓－１ 旅行社
檜之藝藝品 60200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下坑３５－３號 藝品店
濠米西班牙廚房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里大學路２２巷１９－３號１樓 餐廳
濠葳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１段５０號Ｂ３ 雜貨，百貨便利店
濡漾Ｒｕｙａｎｇ服飾 40400台中市北區一中街１００號旁邊 服裝配件
濰克 8300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１４３號１樓 錄影帶出租
環安家居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永安北路一段８９號 傢俱店
環東小棧 26000宜蘭縣宜蘭市環市東路二段５９３號１樓 餐飲
環南市場 10800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２４５號 傳統市場
環國企業有限公司 www.weightedblanket.com.tw e-commerce
環球金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５３８號 月子中心
環球金采產後護理之家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５３８號１－９樓 產後護理機構
礁溪天使溫泉商旅 http://www.angelhotel.com.tw/ e-commerce
聯中誠有限公司 24300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１８８號
聯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acking.com.tw/ e-commerce
聯盟動物醫院 81400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鳳仁路２３１號 豬犬貓診療、手術、藥品
薇思愛莉美容館 30400新竹縣新豐鄉松林村泰安街１１５號１樓 美容、保養品零售批發
薇醫蓁美國際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光明里中央西路二段２４９號 化妝品
薯職人食品商店 60000嘉義市西區西區青年街１５號１樓 地瓜酥,芋頭酥零售
謝氏機車業行 24700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２６５號１樓 機車零件
謝春英青草茶舖 70100台南市東區裕農路８３號旁 茶葉、茶飲
謝錦春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富春里富春街７３巷８號 速食店
賺錢眼鏡精品館 80100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成功一路３００號１樓 眼鏡，光學儀器商
賽斯柏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秀江街３０號（１樓） 運動服飾及用品
賽斯柏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９１號 運動服飾銷售
賽斯柏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1000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４８號１樓 運動服飾及相關產品銷售
鍇鄴國際有限公司 32000桃園市中壢區仁和街１９號１１樓 化妝品
鍋台銘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３７１號１樓 餐廳
鍋阿舍食堂 32500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２７３之２號 小火鍋
隱客廳 62100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裕農路１８１號１樓 咖啡、點心、餐點
韓匠企業社 70100台南市東區前鋒路８７號１樓 韓國進口各式食品
韓流舍官有限公司 43300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２７５號１樓 衣服飾品銷售
駿竤實業有限公司 www.sister-hsu.com.tw e-commerce
駿誠單車生活館 11100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２４９號１樓 腳踏車經銷商
駿福車業行 24200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１５４號 機車經銷商
駿鄴汽車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２段５２４號 汽車販售
鮮餉客餐飲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７４號１至３樓 燒肉餐廳
鴻上汽車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２６６號 汽車保養
鴻元家電有限公司 11200台北市北投區吉利街８４號１樓 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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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３５１號１樓 天文望遠鏡銷售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二段４５號１樓 天文望遠鏡銷售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二段９６８號１樓 天文望遠鏡銷售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１１３號１樓 天文望遠鏡銷售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81300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１００號１樓 天文望遠鏡銷售
鴻泰機車行 33300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３７２－１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鴻業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23100新北市新店區莒光路４４巷２１弄１１－１號 汽車維修
鴻瑞實業有限公司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663/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e-commerce
鴻寬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unestatehotel.com/ e-commerce
鴻諾機車行 24200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一街２６號１樓 機車零售及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鴻鵠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0100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２３２號１樓 苦茶油.茶葉籽油
鴻馨家電有限公司 20600基隆市七堵區崇禮街２０號 家電
點子包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２６－３號 一般商店
點吾企業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７９號３樓之３ 煙酒專賣
曜陽瓦斯器具商行 35000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博愛街２２６號 廚具衛浴設備
檬哥小吃店 10500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１１０巷６號１樓 餐飲
檸檬創意有限公司 Lemonhome.com.tw e-commerce
燿德企業有限公司 33800桃園市蘆竹區大新五街１６號１樓 成衣、帽子、布料之刺繡、轉印等加工
簡愛國際休閒旅棧 23600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２８２號，２８２號４至７樓、２８２之１號 旅館住宿
糧莘農場 64000雲林縣斗六市頂柴路１號 農作物栽培、農產品、紅藜商品銷售
翹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sleeptaipeinaya.com/ e-commerce
薩摩亞商順譽世界企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http://bonnyworldwide.com/ e-commerce
藍琢新館 30200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一段２２８號 牛排館
藍圖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50000彰化縣彰化市彰草路５６１號 一般商店
藏金．安平貓小巴 70100台南市東區大學里大學路１８巷１７號１樓 餐廳
藏賦翡翠設計 800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９６號 珠寶手錶
豐禾汽車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高翠路２３０之１號 汽車保養廠
豐禾開發貿易有限公司 23800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１３５號８樓之２ 一般商店
豐合商行 81500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２６９號１樓 安全帽
豐年洋行 81200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１１１號 洋酒批發零售
豐成汽車有限公司 30000新竹市東區寶山路５５號１樓 汽車維修
豐味果品 10300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２１９號 速食店
豐滿精品傢飾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７０號１樓 日用精品家飾及家俱
豐興健康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24100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１３號
豐鎰特殊紙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２１號３樓之２ 紙品、紙捲買賣
豐藝汽車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２３０號２３２號１樓
雙子座金銀珠寶股份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４４號１樓 珠寶
雙娜國際有限公司 https://www.2nanashop.com/ e-commerce
雞樂雞排店 40200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１５４號 餐廳
顏惟親 63700雲林縣崙背鄉豐榮村豐榮３２８號 速食店
馥坤實業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３０７號１樓 燕窩、白咖啡、滴雞精批發零售
馥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0400台南市北區和緯路５段１００號１樓 女用內衣
馥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700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３５６號（家樂福商店街內） 女性內衣買賣
馥顥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３段８８號１樓９０號１樓 運動用品
騑司達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何厝街１０３號 汽車服務
寵物工園企業有限公司 40400台中市北區金龍里１０鄰德化街８１號１樓 寵物店
懶日子桌遊概念館 70400台南市北區公園路１５５號１樓 桌上益智遊戲
瀚妮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２２５之３號 嬰兒副食 品
瀚濤網物通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湖元里行忠路６６巷２號１樓 一般商店
瀧驛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00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１１６號２樓至１１樓 飯店住宿
穩　自販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４９號Ｂ３ 票證自動販賣
穩　自販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３２之１號Ｂ１ 票證自動販賣
穩　自販有限公司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３０７號 文創商品
羅比夏普商行 97000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２７５－１２號 手工訂製傢俱製作、傢飾零售
羅曼菲精品百貨商行 70000台南市中西區南寧街９０號１樓 絲襪批發零售
藝崴企業社 32600桃園市楊梅區中山路７０號２樓 一般商店
證洋實業有限公司 81400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大春三街１０６號１樓 一般商店
醱酵製作所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力行里龍江路６１－１號 餐廳
關聖車業 22000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４６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韻心企業有限公司 42000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三街３６號 化妝品、清潔用品、婦幼清潔用品
鯨海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２０７－１８號Ｂ１ 壽喜燒
麗采蝶股份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２段３１巷１９號１樓 茶葉銷售及茶飲
麗盈整體造型沙龍 33000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１２０巷２３號１樓 理髮美容
麗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ifestyles.net/ e-commerce
麗新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RIM e-commerce
寶屋飲食店 41200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４８７號 餐飲業(日式定食)
寶茶堂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４４巷２９號 一般商店
寶提亞倫服飾坊 3300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１６６號 服裝配件
寶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５０６號２樓 旅行業
寶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11400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１５１號８樓 旅行社
寶儀服飾店 80700高雄市三民區立業里嫩江街２０號１樓 一般商店
寶德汽車商行 81300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６８４號 汽車維修保養及零件配備買賣等
寶慶銀樓 83000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５４３號１樓 各式黃金、珠寶
寶輝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ttps://transinn.ezhotel.com.tw/ ; https:www.ezhotel.com.tw/transinn/ e-commerce
寶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300台中市西區昇平里中興街３８號 房屋仲介地產代理
寶鑾企業有限公司 80400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３９號底層 日本進口日常用品銷售
耀動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23500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１２２號１１樓之１ 旅行社
耀揚茶食堂 40200台中市南區興大路１３７－６號 餐廳
耀集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20400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８號 日式火鍋料零售批發
耀儀貿易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２９０號３樓之１ 保養品及美容儀器批發買賣
蘆竹國民運動中心 33800桃園市蘆竹區瓦窯里仁愛路一段４９號 運動競賽場
蘇筱嵐 11000台北市信義區富陽街５３號５樓 一般商店
蘋果仁愛眼鏡行 90000屏東縣屏東市扶風里福建路４２－１號 眼鏡，光學儀器商
蘋果皇后企業社 32000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一段１２３號１樓 通訊器材
飄眉時尚造型美容坊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５８號２樓 美容護膚
饒河眼鏡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塔悠路５號１樓 眼鏡零售業
馨生堂股份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１１３巷２５弄２９號 美體美容服務
馨郁品餐廳 25100新北市淡水區埤島５號 餐廳
麵本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3700台中市大甲區重義二路１５３號 麵條製造零售

https://wrs.ec-hotel.net/wep4webhotel/webhotel/0663/hotel/showProductRoomList.action
https://www.sleeptaipeinaya.com/
https://twanga.mohist.com.tw/index_pc.php?pro=RIM
https://transinn.ezhotel.com.tw/ ; https:www.ezhotel.com.tw/trans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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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厚禮坊 60000嘉義市西區民族路５９３號１樓 各式手工製麵
儷山林墾丁哲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ealeahotel.com/kenting/index.html e-commerce

儷禾工房
10300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４７號Ｂ１（中山地下街－Ｂ６７號店

舖）
服飾

儷萊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２１號４－５樓、８－１１樓 旅館及附設餐廳
儷錦精品名店 82100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２７９號１樓 服飾皮件
櫻花林花藝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４１號 客製化花束及景觀造型
櫻花廚藝生活館－右昌店 81100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９２９號１樓 家庭用品供應
櫻櫥生活館 11200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６８號１樓 廚房器具及熱水器
蘭姥姥小吃店 10400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６６巷３號 江浙、海鮮及一般小吃等
贔鑫行 81300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６１０號 女性服飾
鐵板沙威瑪 40200台中市南區學府路１號 餐廳
饗鮮平價頂級海陸火鍋 23400新北市永和區潭安里中正路１３３號１，２樓 餐廳
鬘夫人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３號９樓 一般商店
魔頭帽 30000新竹市北區西門里西大路４３８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魔頭帽中華店 30000新竹市東區育賢里中華路二段３１１號 機車經銷商
魔頭帽－宜蘭中山 26000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２段１７１號１樓 機車經銷商
魔頭帽板橋館前店 22000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１１６號 機車經銷商
巒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00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１２號１樓 酒類及橄欖油批發、零售
歡樂谷電玩專賣店 24400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３７２－２號 電視遊樂器廠商
歡樂滿屋 89200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伯玉路一段２３６－８號 旅館住宿
歡樂聯線實業有限公司 10800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０號４樓之２０ 電視遊樂器廠商
霽月 24100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１４９號２樓 速食店
戀愛女神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enus-amour.com e-commerce
攪味國際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７６巷２３弄９號 西式高級餐廳
麟揚股份有限公司 www.galleryhotel.com.tw e-commerce
囍麻辣 24100新北市三重區田中里三民街１９９號１樓 餐廳
灝星食品有限公司 10600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１０５－１號１樓 速食店
鑫玉翔珠寶銀樓 24700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４９號１樓 珠寶手錶
鑫田旅行社有限公司 80200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２８７號１樓 旅行社
鑫佳園傢俱行 40600台中市北屯區軍功里軍福１８路９９號 傢俱店
鑫泰昇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300高雄市鹽埕區中山里新興街１５６號 一般商店
鑫無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公益分公司 http://www.wulao.com.tw/ e-commerce
鑫發汽車有限公司 10500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１２巷５２弄３０號 汽車維修業
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精誠分公司 http://www.tripodking.com.tw/ e-commerce
鑫福雜貨舖 82000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岡燕路２４２－３號１樓 一般商店
灣捷商用飛機有限公司 40700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２８２號８樓之６ 機票
讚全服飾店 10500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１２５號１樓 服飾

http://www.tripodking.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