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銀行紅利折抵商店

區域 商店名稱 主要銷售產品類型 營業電話 營業地址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漢口分公司 美容美體服務 02-27198885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3號2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大公館營業所 專業考試補習教育 02-66173858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50號4樓之3

北部 和韻時尚有限公司 服飾零售 02-23360811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96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金榜營業所 專業考試補習教學 02-23880304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37號3樓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西門門市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2192577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05號1樓

北部 珈娜髮型CANA salon 美容美髮服務、清潔用品零售 02-23685583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160巷4之2號

北部 樂東 糖果、糕餅店 02-23812068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53號1樓

北部 防空洞Meimen Garden 養生餐館 02-23897788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87號地下層B1

北部 菁選健康產品事業 食品什貨零售 02-23365786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2段142號

北部 十年一刻 服飾品零售 02-23121627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9號

北部 唐山書局 書籍出版、批發、零售 02-23633072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室

北部 金車噶瑪蘭股份有限公司 酒類製造銷售 02-2365655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30號

北部 酷鎷企業工作坊 NTU系列服飾等 02-33652112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1號(綠色小屋)

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志聖營業所 教育服務 02-23755999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號7樓

北部 頂福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墓地、納骨塔買賣與管理 02-23116727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76號9樓

北部 長佳機電-中正運動中心 運動休閒會館 02-26552288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1號

北部 里仁書局 歷史、文學、宗教、哲學...等圖書 02-23218231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成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2-23317517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1號1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服務 02-23315551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60號3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大碩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23314924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32號1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23315377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32號3。4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景美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5571313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72號4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洋碩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23116178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102號3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忠孝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55818938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102號1樓

北部 天才領袖 專業兒童發展評估 02-23963177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56號2樓

北部 百分百傢俱 家俱 02-82752752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41號

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補習班 02-23120607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12號

北部 仙德曼生活館新生店 廚房及生活日用品 02-26012099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4之1號

北部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食品雜貨批發 02-2603029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8號

北部 GAME休閒館 遊戲機 02-23414303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3樓68、69室

北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2-25594855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1段100號93櫃(地下街商城)

北部 梅林水果行 水果禮盒 02-23316430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83號1樓

北部 夢幻運動廣場 運動用品 02-23680634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253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業所 補習班 02-23610303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37號

北部 震博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照相機 02-23110058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104號2樓

北部 夢幻NIKE籃球館 愛迪達運動用品 02-23680634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78號

北部 郁隆有限公司-夢幻運動廣場公館店 運動用品 02-23679032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24巷4之1號

北部 新博視聽器材有限公司 照相器材 02-23113051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104號

北部 萬佳國際有限公司 照相器材 02-23611323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85號

北部 宇利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照相器材 02-23317645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69號1樓

北部 巨泉實業有限公司 腳科醫師 02-23719049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1號5樓之7

北部 蘋果眼鏡行 眼鏡零售 02-25593739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85號1樓及2樓

北部 日統汽車客運(台北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台北市大同區玉泉里忠孝西路二段11號

北部 大龍峒保安宮 收受善款 02-25951676 台北市大同區哈密街61號

北部 十字軒糕餅舖 西點麵包餐點 02-25555766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66、68號1樓

北部 金其昌南北貨 南北雜貨相關食品批發零售 02-25574959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32號1樓

北部 酒條通延平有限公司 菸酒零售 02-26942888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段216號

北部 波希米亞人 咖啡豆、咖啡機用品 02-2550042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76號地下一樓

北部 彩虹免子 綜合商品零售 02-25113536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52-1號B1  A21號店鋪

北部 波麗路餐廳 牛排與西餐 02-25550521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14號

北部 圓山高爾夫用品有限公司 高級高爾夫用品批發零售等 02-25850448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94號1樓

北部 長野車業有限公司 汽機車配件 02-25028877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58號

北部 FARYA HAIR 美髮業 02-27518851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01巷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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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頂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 02-29477071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108號

北部 SALON DE CHERJOY 服飾、鞋履訂製 02-85021621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09號1樓

北部 MINGLE 餐酒館 02-27009298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38巷26號1樓

北部 ALL TEETH 淨齒美學 淨齒美白 02-87707883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78號11樓之4

北部 虎記股份有限公司 「虎牌」相關產品銷售(保溫杯瓶、電子鍋) 02-27416990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22號及24號1、2、3樓

北部 C C cafe 餐飲業 02-23955522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3段92之1號1樓

北部 綻藍國際有限公司 皮件批發零售 02-25812577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03號8樓

北部 1779食酒屋 鐵板燒、烤物、炸物、酒飲 02-25318789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45號1樓

北部 BS視角 文具及香氛產品零售 02-26551199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99號C棟2-6

北部 freedom Japan 洗剪染燙髮 02-25230220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26巷14號1樓

北部 極野MOTO 大型重機零件買賣及維修 02-27398358 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254號1樓

北部 德愷國際貿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養生保健食品批發零售 02-27115137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71巷9號7樓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飯捲等零售 02-25682356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83號1樓

北部 加福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普洱茶零售、批發 02-27136929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15號1樓

北部 龍萊旅行社 旅行業 02-27119099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3段78號3樓

北部 中華原始佛教會 原始佛教思想教育 02-28922505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58號2樓

北部 信源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居家護理用品 02-21001356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4號

北部 銀都髮廊 美髮業 02-25620339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6巷18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 02-25959348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里民權東路二段122號1樓

北部 巨河實業社 SITRAK重卡維修服務 02-87928839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500號

北部 群體美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養品零售業務 02-25310318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12號3樓之1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松江分公司 糕餅麵包店 02-23620425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05號1樓及2樓

北部 純真年代 復古家具批發零售 02-26961208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260號B3

北部 路米動物醫院 疫苗注射、內科、外科、眼科、神經科、腫瘤 02-25163328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3段28號1樓

北部 秀威-國家書店 銷售書本 02-27963638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209、219號

北部 梅門六調通 養生素食餐飲及品茶 02-23216677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07巷67號、67號地下一層、

67號地下一層之1、69號

北部 藻美學生技有限公司 化妝品店 02-25219665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157巷27號4樓

北部 展業儀器有限公司 醫療理化儀器及器具材料買賣 02-27774201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3巷2之1號1樓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西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5310666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0號8樓之1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5233688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號2樓

北部 有力精品服飾商行 衣服、帽子、服飾品零售 02-25018718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67號

北部 御菁茶苑 茶葉 02-25866778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3號1樓

北部 高欣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股市分析軟體及諮詢 02-27175567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150號7樓之2

北部 台北市私立新嬌點舞蹈技藝短期補習班 韻律舞蹈 02-25066285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7-1號4樓

北部 台北濱江股份有限公司 蔬果 02-87920070 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215號

北部 王德傳茶莊 茶葉及茶具銷售 02-2561264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95號

北部 彩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復北館 美容護膚業 02-25165518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02巷12號

北部 廣琦股份有限公司 汽機車配件 02-25920088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477號1樓

北部 德惠藥局-躍獅連鎖藥局 西藥 02-25971131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22號1樓

北部 THERMOS 家用電器 02-87717678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1段2號1樓

北部 芯妮服飾店 女裝、女用配件店 02-25070688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3巷6號1樓

北部 永豐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5652666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36號11樓

北部 正麗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5150463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9號7樓之1

北部 凱仕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515168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1號2樓

北部 天山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5067138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18號4樓

北部 金字塔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5156262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77號7樓之2

北部 建邦貿易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美容 02-25412366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89號

北部 燒鳩海鮮炭火串燒 海鮮炭火串商燒 02-27711793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4段85號

北部 佳利安診所 醫美美容診所 02-25465089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05號8樓

北部 廣駿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批發、貨運物流業 02-2570678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70號9樓之6

北部 彩真有限公司 日式料理餐廳 02-25858756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4號

北部 Will`s Teppanyaki 鐵板燒 09-36594361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5巷10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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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石石鍋創 火鍋料理 02-27168228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5巷12號1樓

北部 Could Be Cafe 西式料理餐廳 02-25780997 台北市松山區北寧路38號

北部 animitta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及酒類零售 02-87716098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5巷6號

北部 鍋爸涮涮鍋 餐館業 02-25774000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50號地下一樓

北部 饒河眼鏡有限公司 眼鏡零售業 02-27567979 台北市松山區塔悠路39號1樓

北部 真福記脆皮烤鴨餐廳 烤鴨及中式料理餐廳 02-25467103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巷2號1樓

北部 CARINE GILSON 內睡衣 02-26340307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6號2樓206室

北部 宛儒畫廊有限公司 藝術品銷售 02-66008968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43號10樓-1。2

北部 歐杰有限公司 餐廳 02-27689886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25巷26號

北部 黃金巴頓寵支貿易有限公司 寵物飼料批發、零售 02-25796890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30號1樓

北部 ATTIMO 桌遊，玩具零售 02-87877363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52號1樓

北部 邵鈺錡美學館 美容美髮業 02-27631021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04之16號

北部 澄澈國際有限公司 嬰幼兒用品 02-87871133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78號12樓

北部 統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哥大4G/3G通訊服務 02-27965959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之9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 02-25959348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48號1樓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 02-27730737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2號3樓(6號店鋪)

北部 doudou 嬰幼兒相關商品 02-27675196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352號

北部 旭咖啡 咖啡輕食 02-87879939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351號1樓

北部 芝欣藥局 中藥及西藥零售 02-25706677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48號

北部 HONDA-TAIWAN 汽車銷售及維修 02-28981919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1號

北部 美仕媞時尚醫美診所 美容美體護膚 02-27325648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78號15樓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復北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7187123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25號3樓

北部 柏洺企業有限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5472638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34號1樓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7080166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78號15樓

北部 恆雅國際有限公司 客製化鞋 02-27479538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91巷6弄23號1樓

北部 匯宇國際有限公司 男士服飾和精品配件 02-24331585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00號

北部 TOY 服飾 02-27635836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25號1樓

北部 魔髮部屋 假髮 02-25708333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80號11樓

北部 鑫發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維修業 02-25793794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2巷52弄30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松山營業所 補習班 02-27667922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78號6樓

北部 二空眷村小館 餐館業 02-27122077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5巷14號1樓

北部 宥樺實業有限公司 皮件 飾品 服裝銷售 02-25782075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81號

北部 富順樓 中式餐館 02-25781819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巷52弄4號

北部 亞太麗緻婚紗有限公司 婚紗業 02-27616727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66號1樓

北部 吉季韓式小吃店 韓式料理 02-27132552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段113巷6弄13號1樓

北部 祥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家電用品 02-27628226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02號1樓

北部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業 02-27171339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43號5樓

北部 印地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5775818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0號2樓之1

北部 寶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27170316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506號2樓

北部 金松山銀樓有限公司 銀樓 02-27629478 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188號1樓

北部 坤隆珠寶銀樓有限公司 珠寶、銀樓 02-7533552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61號

北部 NSB紋繡美學 霧眉、飄眉等美容服務 02-2731668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8-2號8樓

北部 一起創造文明事業有限公司 生吐司、法式甜點、咖啡 02-27713177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2巷5號1樓

北部 眾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 02-33651888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褔路三段216-2號1樓

北部 伊娃時尚有限公司 護膚除毛 09-83233303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53之7號

北部 高登時尚有限公司 美胸服務 09-83233303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53之7號8樓

北部 合格行 冷凍水產批發零售 02-25682090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57巷13號

北部 鈦伝國際有限公司 鐘錶批發 02-2778508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36號

北部 魔髮部屋-台北復興門市 假髮 02-25708333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62號3樓之1

北部 波記打邊爐 香港料理 02-87735279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87巷46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2-1號

北部 LICHI 飾品 02-82267568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90巷38號1樓

北部 GAME休閒館-敦化店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 04-22250338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7號B1(28-1,28-2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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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Wanderlust 異國料理 09-19253258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45巷4弄23號1樓

北部 多采多姿頭皮管理 頭皮管理及保養服務 02-8773667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49巷2號4樓

北部 明台專業眼鏡 眼鏡及眼鏡周邊商品零售 02-23636093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1號

北部 積木樂園有限公司 LEGO積木批發零售業 02-27018346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80號11樓

北部 馥御產後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 02-8771687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21號9樓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科技分店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2192577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01號1樓

北部 墨墨義大利麵 西式義大利麵 02-2731055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76巷10號1樓

北部 富裕自由商旅 旅館業 02-27522125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35號3樓、3樓之1

北部 原鮨割烹 日式料理 02-25031232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87號1樓

北部 明日美牙醫診所 牙齒矯正、植牙、牙齒美學 02-27318833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0號5樓

北部 GLASENSE 眼鏡 02-27712800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61巷71號

北部 忠孝庇護工場 西點麵包、清潔用品、餐飲 02-27521785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81號

北部 FREEDOM 美髮業 07-221568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11弄20號1樓

北部 好好游股份有限公司 親子游泳課程 02-27077799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44號1樓

北部 一之軒有限公司-師大店門市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2192577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53號1樓

北部 長佳機電-和平籃球場 運動休閒會館 02-26551155 台北市大安區敦南街76巷28號

北部 惹叩服飾店 服飾店 09-16908530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32號1樓

北部 原小料理 日式料理 02-25031232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83巷7號

北部 大唐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刮痧器具、精油及高山茶業等 02-27782752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97巷12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 02-25959348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26號

北部 滴夏有機事業有限公司 原生酵(酉+每)、優菌、金字塔能量活水機 02-2779063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3弄11號2樓

北部 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儀器、醫療耗材、保養品 02-77113299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05號26樓

北部 桌藏Toh-A' 西式高級餐廳 02-27552671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76巷23弄9號

北部 普羅酒業有限公司 葡萄酒 02-27071709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53巷14號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仁愛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7555233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22巷51號1樓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778626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11號2樓之3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頂好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7722123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20之4號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館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2366117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25號2樓之9

北部 千百合企業有限公司通化門市 服飾 02-82280536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3號1樓

北部 王德傳茶莊 茶葉及茶具買賣 02-25612641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0-2號1樓

北部 愛家國際餐飲 素食料理銷售 03-4683345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75巷5弄1號

北部 cocomaker 食品什貨銷售 02-27019992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37之1號

北部 王德傳茶莊 茶具茶葉銷售 02-25612641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11號

北部 時尚玩家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 02-77287785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17號2樓之1

北部 波綺有限公司 服飾、食品 02-2642492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90號

北部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天文望遠鏡 02-27332345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351號1樓

北部 富安斯時尚服飾店 服飾 02-27417263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49號

北部 台灣佳萊實業有限公司 多功能調整型內衣 02-2731444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30號4樓

北部 春寶精品店 服飾業 02-2775299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87巷14號

北部 葳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復興門市 3C產品 02-25798855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84之3號

北部 陶作坊 陶製品 02-86486106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8號

北部 EIE美語 美語補習班 02-87736828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27號3樓之1、3樓之2

北部 長佳機電-台北教育大學泳健館 運動休閒會館 02-26552288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台北教育大學泳健館)

北部 魔髮部屋-台北忠孝 假髮 02-8773156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96-2號3樓

北部 力大圖書有限公司 圖書 02-27332592 台北市大安區平東路2段90巷2號4樓之2

北部 北妍City Space-忠孝館 美容 02-27711132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06號9樓

北部 拓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店〉 淨水設備批發零售 02-27727728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91巷27號 

北部 佳聲企業有限公司 助聽器 02-23633012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93號4樓之3

北部 九合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02-2706021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9號2樓

北部 新宿髮型名店 美髮 02-27726165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91號4樓之1

北部 路比國際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顧問業 02-25180611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8號1樓

北部 美麗新世界企業有限公司 拔罐健體器材銷售 09-86161814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33號10樓B室

北部 水華佗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晶礦擺設、宗教藝品 02-23024068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1段264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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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哞哞屋和牛燒肉專賣西門店 燒肉店 02-23112815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61號2樓

北部 籟之聲美容生活館 美容業 02-23975018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49號3樓之1

北部 摩曼頓 鞋類、運動用品、器材零售等 02-23755199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1號

北部 金城五金吊車行 吊車五金輪子零售 02-23712565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1段286號

北部 問鼎 火鍋 02-23111721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57及159號1樓

北部 蔣富強皮膚專科診所 保養品及醫學美容 02-23053232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264號

北部 沐特國際有限公司 宏佳騰電動機車代理商 02-2747584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31號

北部 玩錶舍國際有限公司 手錶零售業及手錶週邊商品 02-24281161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64號1樓

北部 EG 手作工作室 首飾及貴金屬製品零售業 02-27207536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65之1號2樓

北部 中東炭烤創意料理 炭烤創意料理 02-27271662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93號1樓

北部 賽斯柏運動科技 運動服飾及相關產品銷售 02-29705930 台北市信義區逸仙路48號1樓

北部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會議廳埸地出租 02-23713111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23號2樓

北部 緹艾姆彩妝影像工作室 攝影、禮服出租 02-27588707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00號10樓之1

北部 杏鼎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買賣批發 02-21711799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1之3號13樓

北部 艾法國際有限公司 菸酒批發業及零售業 02-87802997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24巷1弄6號

北部 魔髮部屋-台北忠孝二門市 假髮 02-87716881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69-4號5樓

北部 沅鼎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02-21711799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2號13樓

北部 魔髮部屋-台北市府門市 假髮 02-25708333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3號

北部 諾莎妮髮藝店 美髮 02-27656259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5號2樓

北部 富順樓有限公司 餐飲業 02-87860615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43巷2號

北部 彩虹兔子 飾品、背包、提袋等綜合商品零售 02-28818822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10號

北部 夢想一號魔術方塊學院 銷售魔術方塊教材及各類魔術方塊 02-25590017 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89號2樓(國立臺灣科學教育中心)

北部 大山度 鞋子 02-28376565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18號1樓

北部 頂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 02-29477071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50巷24號

北部 韓大叔有限公司 韓式餐飲販售 02-28383703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91號1樓

北部 至善精品坊 玉石佩飾、水沉香、銅爐等精品文物 02-28883808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3-1號

北部 Funso 服飾零售業 02-28830857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56號

北部 社團法人中華蓮花雨顯密佛學會 宗教商品捐款 02-81613806 台北市士林區永公路536號

北部 日出微曦在股份有限公司 廚藝教學,廚具買賣,餐具買賣 02-28801177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192之1號4樓之1

北部 櫻花廚藝生活館承德店 廚房器具銷售 02-28839919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38號1樓

北部 鳥哲燒物 日式串燒 02-26485692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28巷12號1樓

北部 維育牙醫診所 門診診療、兒童牙齒預防保健、口腔黏膜檢查 02-28380071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20號、120號2樓、120之1號、120之1號2樓

北部 德意居家生活 生活居家用品 02-23701281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0巷5號1樓

北部 IS 韓國品牌服飾及配件 09-89346565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99號旁

北部 綠活園企業有限公司 保健食品 02-28369231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87號1樓

北部 銀石銀飾 銀飾配件 02-28762072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3之43號1樓

北部 南法香頌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保養品及清潔用品 02-26516155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83號

北部 摩曼頓-大基河分公司 體育用品 02-28833138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30號2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士林營業所 補習班 02-28810885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189號2樓

北部 艾蕙服飾開發有限公司-奇威名品 服飾精品 02-25588888 台北市士林區華榮街5號1樓

北部 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體育用品 02-28836678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1號

北部 芽米日子 簡餐 02-28919394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735號1樓

北部 北投戶外裝備專賣店 體育用品 02-28976880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25號1樓

北部 順弘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藥局 02-28201108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段17號

北部 明陽來村醫材輔具展示中心 醫療器材批發零售 02-28215408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128號1樓

北部 車匠 汽車板金及烤漆 02-28282626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287號1樓

北部 美騰國際有限公司 德國豬腳 02-28217159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163號1樓

北部 千翔 汽車保養修護 02-28970786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218號

北部 群盛汽車修護廠 汽車修護及保養 02-28278979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168巷1號1樓

北部 櫻花廚藝生活館-石牌店 廚房器具及熱水器 02-28218500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68號1樓

北部 大河之戀皇后號 遊船行程及餐飲服務 02-27058189 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270巷67號6樓之1

北部 魔髮部屋-台北石牌門市 假髮 02-25708333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95號2樓

北部 魔髮部屋-台北榮總 假髮 02-28212011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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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英德汽車有限公司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 02-28913076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125號

北部 綠圓企業社 化妝品及保養品零售 02-28215855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165巷7弄2號2樓

北部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各類書籍出版 02-28236033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二段12巷1號1樓

北部 全勝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美容 02-28981919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45號

北部 全勝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銷售 02-28981919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45號

北部 富相國際節能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廣告託播與相關設備販售 02-27951311 台北市內湖區金莊路26號4樓

北部 SSO 潛水滑雪運動器材及設備服裝 02-27926886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6號1樓

北部 築意名品家飾 進口精品家具 02-27088616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417巷2號1樓

北部 晶龍藥局 中、西藥調劑、零售 02-27956255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218號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東湖店門市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6320028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25號1樓

北部 長堤空間視覺有限公司 裝潢業、壁紙業 02-27912777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183、185號1樓

北部 極兆企業有限公司 酒類批發零售 02-87928767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92之5號

北部 王心企業有限公司-快樂雨 婦嬰用品 02-26900139 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67號12F

北部 老灰仔車行有限公司 汽車改裝、修理及相關零件販售 02-26321543 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28巷9號

北部 山昱大有限公司 家具家飾設備 02-87913596 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391號1樓

北部 龍門企業有限公司 女裝服飾和女裝配件 02-27990799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9之1號7樓

北部 明陽醫療儀器公司 醫療器材 02-27906610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472號1樓

北部 長疆羊肉爐 羊肉爐火鍋 02-27952727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8號

北部 翔輝運通有限公司 送貨貨運服務 02-55828000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128號1樓

北部 翔輝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藝術品運輸.包裝.佈卸展.倉儲 02-55828000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118號

北部 新宿髮型團隊內湖店 髮型設計 02-27912677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55號2樓

北部 廣利宇股份有限公司 磁磚 02-22964726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288號

北部 富山藥局 西藥零售，醫療器材零售 02-27996446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64巷2號

北部 昶發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維修 02-27939272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297號

北部 無名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德店 成衣銷售 02-87977099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98號

北部 南法香頌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保養品及清潔用品 02-26516155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116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內湖營業所 補習班 02-66131511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64號三樓

北部 睡眠王國實業有限公司 家具 02-27960077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04-1號

北部 凱瑄小館 中式餐廳 02-27906756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347號

北部 宏祈實業有限公司 衛浴設備 03-3278979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6號1樓

北部 老貝(殼)股份有限公司 日用品商店 02-87921102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55、57號1樓

北部 全勝HONDA CAR 汽車鈑噴及維修 02-28934166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37號

北部 四分溪書坊 書籍批發及零售 02-26521876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B1)

北部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禮品 02-27856699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4段768巷1弄18號1樓

北部 坊(余又)小吃店 中式餐廳 02-29352066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76巷61號1樓

北部 臺灣藍鵲茶 茶葉批發零售 02-29323678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41-1號

北部 義馳國際有限公司 機車買賣及維修服務 02-29317407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56號

北部 頂傑鐘錶有限公司 鐘錶及眼鏡銷售 02-86617199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60號2樓

北部 滐鍶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汽車鍍膜美容保養 02-86618221 台北市文山區秀明路2段14號

北部 多扶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遊行程 02-89310123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14號2樓

北部 益百利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醫療器材代理及銷售 02-23681235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42巷8弄2號及4號1樓 

北部 益莊鐘錶有限公司 鐘錶銷售 02-86617199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60號

北部 宏道電器行 家電製品經銷及服務 02-2234504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6號

北部 新永興傢俱行 傢俱 02-29318630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91號1樓

北部 順天自行車行 自行車及其零件與週邊設備零售 02-29388187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33號

北部 仁祥眼科眼鏡部 光學儀器、眼鏡買賣及一般配鏡業務 02-24261379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20號2樓

北部 漁嶼雨 雨傘 09-88768236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26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補習班 02-24280933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16-1號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55969013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4號2樓

北部 鴻馨家電有限公司 家電 02-24566768 基隆市七堵區崇禮街20號

北部 慶如汽車有限公司 現代汽車(Hyundai)商用車銷售 02-24557501 基隆市七堵區永安里俊德街1之1號1樓

北部 騏(騰-月)名床店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02-24561519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69號1、2樓

北部 風格菸酒文化店 進口菸酒批發零售 02-8966493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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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康廚國際有限公司 廚具 02-82586199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46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 02-25717500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3段113號1樓

北部 SYM繼郎機車有限公司 機車銷售與維修 02-29615988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381號

北部 HONDA 汽車銷售與維修保養 02-22555859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101號1樓

北部 愛菲爾新埔展示中心 室內設計及系統傢俱銷售 02-27315530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08號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新埔分店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2192577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里民生路三段19號1樓

北部 拉諾絲美容會館 美容美體服務 02-8251238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82巷1弄20號

北部 起家雞板橋分店 韓式炸雞 02-29550607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33號1樓

北部 IUIU HAIR ROOM 洗剪染燙髮 02-82588608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28巷11號

北部 以帽取人 安全帽及機車騎士配件販售 02-89666783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90號

北部 一之軒有限公司-板中店門市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2192577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43號1樓

北部 山福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小客車租賃及機場接送 02-23053111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51號2樓

北部 雲橋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網路廣告 02-29699236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8弄2之1號

北部 新中興診所 健檢中心 02-29599999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號7樓

北部 長佳機電-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休閒會館 02-22429222 新北市板橋區智樂路6號(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北部 千百合企業有限公司文化門市 服飾銷售 02-82280536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70巷1弄2號(前間)

北部 魔髮部屋-新北板橋門市 假髮相關 02-22588222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5號2樓

北部 inome韓 服飾 02-89514985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50巷15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板橋營業所 補習班 02-89539911 新北市板橋區景星里中山路1段10號5樓

北部 加鴻五金有限公司 五金建材批發 02-22578886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141號

北部 大葉建材有限公司 木材批發零售 02-29571766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388之3號

北部 天良生物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藥及保健食品產銷 02-26483099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147號2樓

北部 玉鼎福有限公司 中華料理 02-26952255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26號之5

北部 利多實業有限公司 植牙及牙科手術外科器材，口腔矯正週邊及牙 02-26496106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79號5樓之2

北部 香帥蛋糕 西點食品業 02-26486558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11巷26號1樓

北部 大懋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植化素調理機 02-26921161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9巷31號6樓之2

北部 露露貨倉有限公司 成衣批發業 02-26424926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80號5樓

北部 JUNIPER 帽子周邊相關商品 02-26983868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9號17樓之13

北部 昀谷國際傢飾有限公司 沙發、窗簾 02-86472188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3段196之12號9樓

北部 銘記越南美食 越南餐廳 02-26927015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536-1號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慈濟醫院分店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2192577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89號慈濟醫院地下一樓美食坊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糕餅麵包店 02-22192577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11號7樓

北部 格勒皮司貿易有限公司 進口酒類 02-87867780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街59巷6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店營業所 補習班 02-89118787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91號

北部 文平茶莊 茶葉零售 02-26656475 新北市坪林區北宜路8段116號

北部 HONDA 汽車銷售與維修保養 02-22555859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

北部 孫媽媽手工精緻蛋捲 食品烘焙 02-29298782 新北市永和區林森路102號1樓

北部 中正橋頭眼鏡有限公司 眼鏡零售業 02-29221868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285號(1樓)

北部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永和頂溪店門市 麵包、蛋糕、喜餅、彌月禮盒 02-29266928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94號1樓、2樓、3樓

北部 忠進機車行 機車銷售及維修 02-89210069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83號

北部 瑋達車業行 機車零售、維修 02-29257999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85號1樓

北部 騰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專賣店，如特產店、健康食品商店、咖啡店、蔬果店及便利商店 02-86600609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71號11樓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和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89212299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22號5樓

北部 萬象國際展業有限公司 皮鞋 02-89285953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23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永和營業所 補習班 02-86608811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里永和路2段57號6樓

北部 王(基+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軟體 04-22250338 新北市永和區國中街156號

北部 愛客思AIKESZ 車用影音多媒體設備銷售及安裝服務 02-22448822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5號1樓

北部 HONDA 汽車銷售與維修保養 02-2255585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1155號

北部 一回生二回熟 火鍋料理 02-82211260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96號

北部 長佳機電-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休閒會館 02-22429222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50之1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和營業所 補習班 02-66377551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35-2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炸雞 02-25717500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68號

北部 艾妮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旅館業 02-22673399 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6巷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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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法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人參 粉、參樂 02-22696900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3段24號

北部 達揚佛教文物館 祭祀用品零售業 02-22681349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3段32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33號1樓

北部 野人Shabu三峽店 火鍋專賣店 02-85127517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49號

北部 長青穀典堅果餐廳 堅果餐點製作、堅果禮盒買賣 02-86742388 新北市三峽區民族街2之1號

北部 捷品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二手車經銷商 02-86721982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79-3號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三峽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55788140 新北市三峽區國學街40號2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峽營業所 補習班 02-86712255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31號

北部 海隆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運動用品店 02-26743811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1號1樓

北部 敬永韓國食品館 韓國食品進品批發 02-89703639 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137號1樓

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2-86751043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185號1、2樓

北部 炎黃大地藝術 茶壺、茶具 02-86781395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501之29號1樓

北部 歐霸商城 水晶飾品、百貨禮品 02-86775788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135號

北部 炎記商行 手工柴燒藝品、茶葉零售 02-86774307 新北市鶯歌區育英街61號

北部 御陶坊 陶瓷玻璃藝品販售 02-86780138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76號1樓

北部 英吉利菸酒專賣店 菸酒零售 02-26706161 新北市鶯歌區育才街39號(1、2樓)

北部 陶興窯 其他家飾品零售 02-26771567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83號

北部 文欣精品 水晶、礦石珠寶批發零售 02-26776618 新北市鶯歌區育英街67號

北部 松新冷凍空調工程 電器安裝-冷凍空調 02-26794288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22號

北部 家泰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開發銷售 02-85213685 新北市三重區疏洪東路一段及成功一街交叉口

北部 日統汽車客運(三重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新北市三重區信安里重陽路四段59號

北部 富裕自由旅店三重正義館 旅館業 02-89762100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68、70號九樓

北部 正益皮革有限公司 皮革批發買賣 02-29775605 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南路254巷84號1樓

北部 三重江月行館(股)公司 旅館住宿 02-85110998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98號

北部 志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商品批發零售 02-29958655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4號8樓之5

北部 協助輪胎有限公司 汽車輪胎零件買賣 02-29878831 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北路二段330號

北部 台灣工藝 金屬工具及電腦周邊商品銷售 09-86557448 新北市三重區名源街53號

北部 新麗屋柚木家具 家具零售 02-29093998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35號

北部 鴻福機車有限公司 機車維修及零件配備銷售 02-22809725 新北市三重區永豐里永福街237號1樓

北部 團聯有限公司 服裝及配件銷售 02-29758555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6號4樓

北部 綠巨人列印耗材館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 02-29787677 新北市三重區龍濱里20鄰龍門路270號(2樓)

北部 鴻全機車行 機車零售及維修 02-29783399 新北市三重區大安里仁化街192號1樓

北部 洽助輪胎汽修行 汽車輪胎零件買賣 02-29878831 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北路二段330號

北部 ORIS 鞋品代理、批發、零售 02-29096225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49號一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重營業所 補習班 02-86608811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8號

北部 永成眼鏡行 眼鏡行 02-29721328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2段115號1樓

北部 朋瑀企業有限公司 美容美體服務 02-27198885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62-22號1、2樓

北部 詩嫚特SPA SMATER 新莊店 美容美體服務 02-27198885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82號1樓、2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附設洋碩甄戰數位學 考試諮詢服務、面試輔導 02-2331555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10號

北部 台灣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寵用食品及用品 02-22990986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3號6樓之3

北部 京星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業 02-85211323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四段179號18樓之1

北部 祥賀異廚坊 餐館業飲料店業 02-22045119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137號

北部 邑特傢俱有限公司 家具及寢具 02-22960355 新北市新莊區新五路一段6-1號

北部 富紜水晶坊 珠寶、銀飾、玉石零售 02-22040582 新北市新莊區成德街6號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55786558 新北市新莊區建興街9號1樓

北部 魔髮部屋-新北新莊門市 假髮相關 02-2277811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40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分公司 補習班 02-8991588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36-1號

北部 福保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美容 02-85217708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716號

北部 金華宸股份有限公司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零售 02-22979599 新北市泰山區新五路一段129號

北部 聯太建設 不動產銷售 02-26068557 新北市林口區三民路26號

北部 銘軒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不動產開發銷售 02-26088822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與忠孝三路十字路口

北部 原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大樓銷售業 02-26093591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及仁愛路二段交叉口

北部 達卡印度廚房 印度料理 02-26081712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71號



華南銀行紅利折抵商店

區域 商店名稱 主要銷售產品類型 營業電話 營業地址

北部 文章汽車 汽車保養、維修服務 02-26035835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北路一段332-1號

北部 頂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祭祀用品零售 02-23116727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里89-1號

北部 仙德曼 壺具、鍋具等用品 02-26012099 新北市林口區工三路21號

北部 宏樸十現 不動產銷售業 02-2600378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318號

北部 Formosa Servo 馬達 02-26028375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20號2樓

北部 府昕家具有限公司林口分公司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05-3709889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里文化北路一段121號1樓

北部 養心殿精緻鍋物 簡餐、火鍋 02-2603158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2段202號

北部 林口頂福陵園 墓地、納骨塔買賣與管理 02-23116727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里89號

北部 瑪莉時尚診所 微整型、醫學美容、建康管理 02-26035305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571-5號2樓

北部 台灣東京熊貓車衣有限公司 日本進口自行車服飾、配件、雜貨等 02-26068978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里文化二路ㄧ段533號(1樓)

北部 飛利浦林口旗鑑店 電腦設備、燈具、汽機車零件 03-3973879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402巷2號2樓L210室

北部 上強餐飲開發有限公司 火鍋 02-26068011 新北市林口區民族路96號1樓

北部 愛玖樂章有限公司 菸酒銷售 02-26098736 新北市林口區民族路96號1樓

北部 Husqvarna 重機及其部品零售 02-85813690 新北市蘆洲區重陽街90號

北部 酒霸王洋酒量販店 菸酒批發零售業 02-82860592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58號一樓

北部 采舍生活館 家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02-22818309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37號1F

北部 瑞駿汽車實業有限公司 代理現代汽車買賣、維修保養 02-22825999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240號

北部 順立揚有限公司 空調、家電 02-2976188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17號1樓

北部 思奧共同空間 不動產開發租賃 02-22993188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27號

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54號1樓及地下室

北部 Dreamhound 3Ｃ連接器、身體護膚清潔用品及咖啡餐飲 02-2620100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1段3巷15號1樓

北部 貞榮小館 冷凍食品 02-26269088 新北市淡水區下圭柔山76-8號

北部 雲峰茶莊 茶葉、茶具零售 02-26212966 新北市淡水區長庚里中正路46號2樓

北部 刺點國際有限公司 漫畫、雜誌、公仔 02-25581787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55號7樓

北部 鍾愛一生德國玩具 積木、桌遊等玩具 02-2808020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10號11樓

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分公司 資訊服務 02-26257982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161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淡水營業所 補習班 02-26219179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23號3樓

北部 夏桐美妍SPA 化妝品販售，美容保養服務 03-5331170 新竹市東區錦華街5號1樓

北部 宸興汽車保養廠 汽車維修及保養 03-5209001 新竹市東區柴橋里明湖路558號1樓

北部 好ㄐ一車 機車修理業、機車零售業。 03-5613677 新竹市東區南大里西大路104號一樓

北部 眾億汽車專業保修廠 汽、機車零件配備，輪胎零售，汽車修理 03-5614038 新竹市東區新興里食品路284號1樓

北部 蝦暢 釣蝦場、卡拉OK 03-5396363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251巷32號1樓

北部 蝦暢 釣蝦場、卡拉OK 03-5396363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251巷32號二樓

北部 愛的一籮筐企業社 寵物食品及其用品批發業 03-5297874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1450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營業所 補習班 03-5255117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25號1樓

北部 威加專業維修工作室 皮鞋維修 03-5278888 新竹市北區仁德街28號1樓

北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3-9573580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2段258號

北部 魔髮部屋-新竹中華 假髮 03-5278555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284號

北部 佳財汽車修護有限公司(佳財汽車保養廠) 汽車修護 03-5729431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98號

北部 彩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館 美容 03-5231140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78號B1

北部 陳媽媽玩具竹北店 文具玩具 03-6683738 新竹縣竹北市北興里莊敬北路276號、278號1樓

北部 品硯實業有限公司 廚具及相關設備販售 03-6672848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十街72號

北部 髮神頭皮健康有限公司 生髮水及洗髮精 02-23938881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二路38號

北部 府昕設計家具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03-5506910 新竹縣竹北市東平里嘉豐南路二段196號1樓

北部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天文望遠鏡 02-27332345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六路二段45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竹北營業所 補習班 03-657013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301之6號

北部 箭簇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弓箭運動器材銷售 03-5686908 新竹縣新豐鄉後湖村十一股15之8號

北部 中山汽車保修廠 汽車保修及輪胎批發零售 03-5572175 新竹縣新豐鄉崎頂村建興路二段575-6號

北部 雅登服飾 成衣、皮包及服飾配件等批發零售 03-5572749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村建興路一段153-2號

北部 尚富電子有限公司 電信、電腦、及監視系統等零件材料批發銷售 03-5577804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257號

北部 岩漿火鍋-明星店 火鍋 03-5821798 新竹縣竹東鎮明星一路110號1樓

北部 麗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開發銷售 03-3169528 桃園市中壢區青商路與青雲路路口

北部 黑盒子手機電腦維修 通訊傳播設備維修等 03-4023339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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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家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開發銷售 02-85228985 桃園市中壢區青昇路237號旁

北部 家泰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開發銷售 02-85228985 桃園市中壢區青昇路237號旁

北部 大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開發銷售 02-85228985 桃園市中壢區青昇路237號旁

北部 清香雅集 小吃、餐廳 03-4014588 桃園市中壢區五福里中正路591號1樓

北部 泓賓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修理保養 03-4922130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145號1樓

北部 狩也無煙燒肉 燒烤 03-4265614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235號1-2樓

北部 康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餐具批發買賣業 03-2628168 桃園市中壢區合圳北路2段95巷192-6號

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壢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3-4273388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4號1-5F

北部 GLAMXURY媚思麗SPA 化妝品批發零售、美容療程 03-2805401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6號1樓

北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3-2811322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89號(NOVA201櫃)

北部 紅葉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3-4911010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二段263號1樓

北部 凰宸-沐光II 不動產銷售 03-2875518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龍段98號

北部 知味花生軟糖 糖果、餅乾零售 03-4091988 桃園市龍潭區大昌路二段100-1號

北部 生生圓美食王國有限公司 餐飲業 03-4992881 桃園市龍潭區大昌路一段169號

北部 桃園市龍潭區農會超市 超市 03-4805806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112號

北部 永盛牛肉之家 火鍋熱炒 03-4897919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里大昌路二段106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龍潭營業所 補習班 03-4891177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180號

北部 上品屋服飾精品 女性服飾精品 03-4795233 桃園市龍潭區龍興路39號1樓

北部 鎰達醫療器材行 醫療輔具販售與無障礙空間工程承攬 03-4907355 桃園市楊梅區新榮路177號1樓

北部 新芳牙醫診所 人工植牙、3D齒雕、齒列矯正等 03-4780808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9號1樓

北部 宸紳寢飾精品百貨 寢具零售 03-4202815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二段803號1樓

北部 日光綠 不動產銷售 02-22933059 桃園市觀音區福祥街90號

北部 新坡輪胎有限公司 輪胎行 03-4981097 桃園市觀音區環中路431號1樓

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3-3318811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86號6F

北部 茶自點複合式餐飲 複合式餐飲 03-356027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43號

北部 茶自點複合式餐飲 複合式餐飲 03-3464568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151號1樓

北部 魔髮部屋-桃園中正門市 假髮 03-3366111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85號1、2樓

北部 富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及大樓開發銷售 02-26095555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11-25號(富堡大湖匯接待會館)

北部 德旺汽車 汽車修理 03-3973968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145號1樓

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72號

北部 日統汽車客運(林口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村文化二路10之6號

北部 JD cafe Miss Q 旗鑑館 中西式餐飲及咖啡等 03-3271223 桃園市龜山區興華三街6號

北部 立即購五金百貨量販廣場 五金百貨 03-2125062 桃園市龜山區南美村南祥路98號

北部 Bar Seven 餐廳 03-2115622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文興路219號

北部 怡田企業社 37CAFE 咖啡廳、咖啡豆批發買賣 03-3275537 桃園市龜山區文東五街37巷37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林口營業所 補習班 03-2639888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化二路34巷51、53號

北部 登瑞體育用品社 體育用品買賣 03-3778631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137號

北部 美德糕餅舖 鮮奶酪蛋糕、麵包等 03-3615913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578號

北部 夫妻肺片小吃店 火鍋 03-3610906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612號

北部 沛洋國際商行 汽車維修 03-3351241 桃園市八德區福德一路92-42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八德營業所 補習班 03-3761818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15號

北部 大溪山水庭園餐廳 美食餐飲 03-5876978 桃園市大溪區仁二街8號

北部 弱冠藝所 場地費、飲料費 02-26649199 桃園市大園區致遠一路15號

北部 SYM 機車銷售、零件零售、維修 03-3840709 桃園市大園區中華路107號1樓

北部 博茂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美容 03-3832618 桃園市大園區後厝里國際路2段742號1樓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補習班 03-3525555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193號

北部 飛普汽車有限公司中山營業所 汽車維護 03-3700190 桃園市蘆竹區文中路一段128號

北部 菲芮髮型工作室 理髮美容 037-552885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86號

北部 大進國際 布疋、服飾品零售業 09-80287971 苗栗縣竹南鎮正南里民治街45號

北部 溢家建設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 037-552939 苗栗縣竹南鎮環市路二段95號旁

北部 曜陽瓦斯器具商行 廚具衛浴設備 037-469424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博愛街226號

北部 宇鈞建設-富園 建材零售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037-663973 苗栗縣竹南鎮迎薰南路135巷1號

北部 富王建材有限公司 各種建築建材批發買賣 037-480124 苗栗縣竹南鎮港墘里10鄰塭內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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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竹南營業所 補習班 037-460135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86號

北部 星沅建設有限公司 建設公司 03-7723359 苗栗縣竹南鎮環市路二段95號旁

北部 泰品建設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 037-539666 苗栗縣頭份市公園一街與中央路口

北部 立康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中西藥化妝品食品雜貨 06-2337068 苗栗縣頭份市工業路55號

北部 蓬萊仙境渡假山莊 民宿及客家料理 037-821511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四二份20之8號

北部 高鐵新都匯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037-368333 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頂椅七街169號

北部 坎蒂絲髮藝 美髮、美髮產品 037-370265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23鄰忠孝路19號1樓

北部 順新汽車服務中心 汽車零售業、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車胎零 037-360751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25鄰民族路56號

北部 展馳汽車保養場 汽車修理業 037-352153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民族路116號

北部 新寶興銀樓 金(銀)飾零售 037-320024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里6鄰中正路777號

北部 福斯原廠認證中古車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037-359441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里正發路182號

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營業所 補習班 037-263778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2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