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登記地址

1 立卓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91巷33號

2 奉天承運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633號

3 天母七朵發運彩行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22號

4 金旺利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71號

5 滿貫運彩行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22號

6 飛騋發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43號

7 飛錸發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47號

8 金樂利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30號1樓

9 金得利企業社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40巷30號

10 成達商行 台北市士林區前港街50號

11 翔富投注站 台北市士林區美崙街42號

12 泳興旺旺來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通河街52號

13 宇宙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238號

14 雅庭投注站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76號

15 紅襪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88號

16 真好康彩券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0號

17 六星京站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１段209號

18 神準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69之1號

19 台灣幸福彩券行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52號

20 送億樂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３段36之1號

21 眾來發商行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112號1F

22 再中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２段135號

23 順鑫運動彩券投注站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187號

24 安居六久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69號1F

25 好運家投注站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228巷86號1F

26 天天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9-1號

27 喜年來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70巷2弄2號

28 運動發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223巷32號1F

29 包穩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30巷10號1F

30 世橋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１段294號

31 大贏家電腦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133之1號1F

32 馬上瀛商行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141號

33 亮安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186號

34 常勝軍運動投注站 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141號

35 好運連發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３段119號

36 雙城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126號

37 順勝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17號

38 一直中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14之1號1樓

39 皇家運動彩券投注站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5巷14號

40 立康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26號

41 高手投注站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１段25之9號

42 歡樂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410巷55號1F

43 紅不讓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9號

44 好運連連運彩行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9巷1號

45 光芒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12號1F



46 贏多多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6巷30號1F

47 一定贏興業行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19巷52號

48 金算師運彩商行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34號1F

49 金財記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46號

50 天尊運動彩券投注站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82號

51 天秤座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96號

52 運昌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161之1號1樓

53 大金鑽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175號

54 城順商行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43號1F

55 天王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01號1F

56 紅翻天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230號1樓

57 百祥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37巷1之1號

58 博勝商行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43號

59 勇士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6號

60 西武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8號

61 彩運旺彩券行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99號1F

62 金超群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２段311巷2號

63 宏龍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２段149號

64 金冠軍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２段228號

65 金石堂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３段285號

66 逆轉勝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１段36號

67 凱富運動彩券投注站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１段59巷2號

68 春夏秋冬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牯嶺街13之1號

69 及買及發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3號1樓

70 球神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5-1號1F

71 糖水澗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591巷11弄2號

72 好鄰居投注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２段98號

73 大茂商行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６段66號

74 錢聯贏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61巷12號1F

75 勁來發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17號

76 海清投注站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65巷5號

77 必勝客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3巷18-2號

78 恆通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１段102號1F

79 憲鴻商行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１段106巷14號

80 大旺發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45號

81 來就發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１段74號

82 仲嘉彩券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２段26號

83 順泰灃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２段78號1F

84 天實商行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２段291號

85 胖哥運彩投注站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１段5號

86 大吉利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17號

87 瑞昌發彩券行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４段68之5號

88 楊念華運動彩券 台北市北投區三合街２段449號1F

89 中央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１段113號

90 壹玖捌運彩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２段281號

91 奪標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２段395號



92 億親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41號

93 運動大贏家電腦投注站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１段25號

94 發發發投注站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32-7號

95 正典商業社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8號

96 王新田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32號

97 好來運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79號

98 贏就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52號

99 買就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22號

100 鑽石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330號1F

101 陸玖捌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北投區實踐街19號

102 百勝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196號1F

103 全運旺運彩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245巷32弄67號

104 菁英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339號

105 時來運轉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140巷13號

106 好神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吉祥路47號

107 旺的好施公運彩站 台北市松山區延壽街81號

108 禧旺商行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24號

109 好福氣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52號

110 玩運彩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250巷11之1號

111 福安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291巷3之2號

112 天使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528號

113 正旺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581巷19號1F

114 敦安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新中街7之1號

115 奕中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新東街11巷1號1F

116 佳運彩券行 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224號

117 運順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大道路1號

118 建發財商行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78巷2弄1號

119 忠強商行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86號1F

120 穩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53號

121 日發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67巷2弄20號1樓

122 瓏躍運動彩券投注站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35號

123 謎樣的球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423巷34號

124 來得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793號

125 好旺旺運彩投注站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322號

126 永春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338號1F

127 全多彩投注站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16號

128 喜財寶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41巷16號

129 攏總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10號

130 金順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35號

131 連連貫商行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27號

132 富邦樂彩投注站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41號

133 籃球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１段45號

134 傳鑫彩券行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２段3-7號

135 鳳梨運彩投注站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4號1F

136 福來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１段120號

137 豪會贏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19號



138 阡耀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３段139號

139 動得利投注站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79號

140 超越巔峰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２段101號1F

141 晉寶屋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２段1號

142 福順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143 雅客運動彩券行 台北市萬華區國興路4號1F

144 大金塊投注站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265號1F

145 懋昇商行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311號1F

146 全威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２段156號1F

147 百發百中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２段162巷5號1F

148 昆山商行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324號1F

149 運動王投注站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14號1F

150 金彩多商行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92號1F

151 運彩頂好站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16號

152 信吉興業社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92號1F

153 多利投注站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１段68巷21號1F

154 高手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１段147號1F

155 高峰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４段39號1F

156 攏過關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２段83號1F

157 上吉萊商號 新北市三重區長安街120號1F

158 金允發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３段5巷11號1F

159 客來中彩券行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３段5巷32號

160 運動堡投注站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35號1F

161 宥辰興業社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33號1F

162 五財星運動彩券休閒館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99號

163 郁珍興業社 新北市三峽區愛國路2號1F

164 一定贏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１段201號

165 金手套運動彩投注站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１段248號1F

166 弘運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４段132-1號1F

167 長鴻運動彩券 新北市土城區延平街15號

168 雷神運動彩券投注站 新北市土城區員林街8-1號1F

169 長青彩券行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36巷3號1F

170 滾球運動投注商行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96號

171 飛萊發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61號

172 洋湖兵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60號1F

173 過關斬將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88巷1號

174 皇家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78號

175 長來發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24號

176 福運好運動彩券專門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00號1F

177 財運到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145號1F

178 發發樂運彩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50號

179 大贏家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10巷27號1F

180 快樂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28之1號、28之2號

181 神留彩券行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86號1F

182 一路發紅不讓彩券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61號1F

183 佑鑫商行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11號1F



184 彩歆商行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92號1樓

185 王牌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461號1F

186 宜信彩券行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２段89號

187 好旺角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30巷2號

188 紅魔兵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237之1號

189 全貫運彩行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379號1F

190 運來彩券行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57巷3號1F

191 天天發企業社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1號1F

192 廣合發公益彩券行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68號1F

193 豐祿彩券行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80號

194 富翁投注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35號

195 福氣運動彩券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00號

196 超群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27號

197 金運彩券行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19號

198 廣利進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46號

199 齊發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32號

200 威尼斯運彩行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２段205之2號

201 錢旺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378號

202 佰億達運彩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75號1F

203 總億來運彩行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225號1F

204 金財旺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１段78號

205 文華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57號1F

206 屢贏運彩行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186號1F

207 金頂尖運彩行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81巷13號1F

208 就好運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１段374號1F

209 金橘子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51號

210 全鑫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15號1F

211 飛來運運動彩券投注站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１段328號

212 中華大聯盟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14號

213 水碓里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１段149巷6之2號、6之3號

214 一路發財商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２段383號2F

215 榮芳號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54號

216 豐沛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仁愛街16號

217 沛騰興業社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29號

218 發貴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里民族路39號

219 富富叫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80之8號

220 銀鑽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97號

221 旺萊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３段187號

222 世界波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87號

223 智友彩券行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３段147號

224 富滿天投注站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83號

225 好運旺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新店區安成街20號1F

226 祥旺投注站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96號

227 首發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92之7號

228 喜來富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88號

229 好讚運動彩券投注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435號



230 鴻運來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中誠街38號

231 川寬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90號1F

232 錢運到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386號、386號之1

233 發財神投注站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68號

234 升平投注站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176號1樓

235 彩情藝術行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328號1樓

236 詩涵興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44號

237 福樂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38號

238 麗月興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２段14號1F

239 武元興業社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７段223號1F

240 寶旺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4號

241 瑞昇彩券行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３段39號

242 怡卉興業社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95號

243 北大育誠興業社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３段492號

244 富貴來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36號1F

245 人來發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91號

246 千億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42號1F

247 福星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39號1F

248 多億來彩券行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88號1F

249 鑽石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17號

250 來福運動彩券行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27號1F

251 大鶯桃彩券行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608號

252 幸運喵彩券行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1-19號

253 世界盃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62號

254 祝你發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109號

255 鴻福彩券行 基隆市七堵區開元路69號

256 大聯盟彩券行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52號

257 忠三運動彩券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8號

258 飛來旺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8號1F

259 財神妙投注站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8號

260 美聯彩券行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37號

261 紅不讓彩券行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２段120號1F

262 一定贏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２段235號

263 天生贏家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33-4號1F

264 弘好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214-11號

265 天天發運動彩券行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393號

266 捌捌捌彩券行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168號

267 總冠軍彩券行 基隆市信義區義七路32號1F

268 運寶成彩券行 基隆市信義區義六路15號

269 全中彩券行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305號

270 金世界運動彩券投注站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832號

271 仟毅彩券行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1418之5號1F

272 勇東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51之7號

273 全國彩券行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86號

274 萬能運動彩券投注站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17號

275 添好運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大園區大工路70號1樓



276 廣財鴻商行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71號1F

277 圓夢企業社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３段598號1F

278 環球投注站 桃園市大園區中華路59號

279 志昇商行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１段466之1號1F

280 大贏家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２段127號

281 順風來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4號

282 金兆豐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日新路2號

283 紅玉堤運動彩券 桃園市中壢區弘揚路71號1F

284 柑仔店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正福街1號

285 鑫銘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42號1F

286 連勝發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698號1F

287 尚好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99號1F

288 富足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二街487號1F

289 鑫順風運動彩券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339號1F

290 行大運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34號1F

291 錢滾滾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晉元路138號1F

292 順風旺企業社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172號

293 錢來發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867號1F

294 中僑商行 桃園市中壢區普義路166號1F

295 運豐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04號

296 金運獎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04號

297 兆豐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04號

298 魔球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424號

299 新富發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477號1F

300 活力樂運彩投注站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53號1F

301 洋金運動彩券 桃園市中壢區榮安一街151號1F

302 大潤發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97號1F

303 展鑫商行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１段288號1F

304 運佰萬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512號1樓

305 幸福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74號1F

306 連霸運彩行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2段114號1F

307 野球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1號1F

308 立聖企業社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２段418號1F

309 黃素琴運動彩券投注站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81號

310 復旦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平鎮區復旦路２段209號

311 勝投王商行 桃園市平鎮區廣德街185號

312 全家福運動彩券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93號

313 京采運動彩券 桃園市桃園區文中路699號1F

314 紅不讓運動投注站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519號1F之1

315 自強興業社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164號

316 千圓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秀山路105號1F

317 巷仔口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和平路90號1F

318 飛馬商行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35號

319 來就中商行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１段1174號

320 昊德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里16鄰同安街496巷1號

321 億財運動投注站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２段82號1F



322 飛來福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博愛路42號1F

323 左鄰右舍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73號1F

324 寶馬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94號1F

325 萬旺投注站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32-1號1F

326 珍旺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362號

327 至尊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新屋區新生里中山路388號1F

328 逢源商行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40號1F

329 強棒出擊彩券行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268號1F

330 立豐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路75號

331 金牌一路發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龍潭區大同路2-2號1F

332 常勝軍投注站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24號1F

333 昱晨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242號

334 喜來登運動彩券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418號1F

335 卓越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235號1F

336 戰神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98號

337 山鶯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63號1F

338 連連發運彩行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548號1F

339 運動王商行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66號1F

340 連勝彩券行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三路137號

341 世界投注站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96號1F

342 富達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１段133號

343 金滿貫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觀音區四維路53號1樓

344 皇家運動彩券行 桃園市觀音區新坡里中山路２段627號1F

345 又中獎商行 新竹市北區光華一街28號

346 駿達彩券行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２段672號

347 紅金寶運動彩券 新竹市東區北大路414號

348 紅久久商行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75號

349 連勁發商行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200號

350 全贏運彩行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１段477號

351 來即發運動彩券行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１段659號

352 金正旺商行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85號

353 億樂彩商行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289號

354 紅金寶商行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398號

355 立即發運動彩券行 新竹市東區鐵道路２段10號

356 財旺運動彩券行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76號

357 踴躍運動彩券行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30號

358 鴻運彩券行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232號

359 紅海商行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503號

360 強強滾運彩行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190號

361 兆安行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302號

362 沂仟商行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３段8號

363 紅龍商行 新竹縣竹東鎮仁愛路253號

364 藍天商行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99號

365 紅不讓運彩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３段150號

366 金財神運動彩券行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２段128號

367 好運旺彩券行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39號



368 全壘打商行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88號

369 喜悅彩券行 苗栗縣苗栗市青苗里中山路650號

370 一定贏運動彩券行 苗栗縣通霄鎮福德路77號

371 泉興彩券行 苗栗縣頭份市中山路15號1樓

372 錢和旺彩券行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352號

373 千佰萬商行 台中市大雅區仁和路1號1樓

374 天王星彩券行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１段372號1F

375 威勝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４段112號1F

376 上順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582號

377 鑫寶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路517號1F

378 金球運動彩券 台中市太平區新平路１段148號

379 長鴻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59號1F

380 第一名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２段491號

381 客勝商行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２段81號

382 祥發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２段918號

383 彩豐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水景里東山路１段189-18號1F

384 關關過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３段83號

385 金鼎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４段89之51號

386 金寶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１段146之21號

387 威寶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２段126號

388 贏滿億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梅川西路４段282號

389 超金牌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２段50號

390 平安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屯區瀋陽北路83號1F

391 我來發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１段13號

392 安打運動彩券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１段29號

393 三冠王投注站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２段40號

394 一值萊商行 台中市北區民權路472-2號

395 威鑫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北區篤行路214號

396 億來好彩券行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237號

397 后里彩券行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347號

398 日新商行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295之1號

399 真正旺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２段476號1F

400 全國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２段159號1F

401 天水商行 台中市西屯區重慶路161號

402 運來旺彩券行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１段151號1F

403 帝寶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２段97號1F

404 雲端商行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１段117號、119號

405 嘟嘟好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273號

406 錢宗來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56號

407 友力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１段225號1F

408 京城彩券行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91號

409 金牌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497號

410 皇家彩券行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403-3號

411 金好贏運動彩券 台中市東區建成路356號

412 大慶祝彩券行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407號

413 欣賦發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208號



414 聯穎八八八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4號

415 盛贏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２段275號

416 豪小子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１段1004號

417 馬上發彩券行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２段17號

418 精英商行 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56號

419 中樂樂投注站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473號

420 天天樂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烏日區光日路176號1F

421 長樂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烏日區新興路608號

422 永祿運動彩券投注站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1384號1樓

423 明彩彩券行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460號1樓

424 鑫永泰彩券行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３段14號1F

425 大滿貫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96號之9

426 飛來富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31號

427 千勝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23號

428 易泰運動彩券行 台中市豐原區源豐路107號1樓

429 水里運動彩券行 南投縣水里鄉鉅工村民生路226號

430 鑫來旺運動彩券行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３段164號1F

431 順億電腦彩券 南投縣草屯鎮信義街267號

432 喜相逢彩券行 彰化縣二林鎮仁愛路323號

433 吉樂運動彩券行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２段18號

434 大贏家運動彩券行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577號

435 大大運彩行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５段376號

436 天生贏家運動彩券行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２段132號

437 名福堂彩券商行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２段203號1F

438 榮勝彩券行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37-16號1F

439 榮發彩券行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２段465號1F

440 金牌運動彩券行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４段380號

441 金佳盈運動彩券行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2號

442 發發發穩中彩券行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06號

443 來就發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106號

444 爆米發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364-1號

445 過關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10號1樓

446 大富豪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145號

447 福茂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222之15號1F

448 來就富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340號1樓

449 鑫鑫運動彩券行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２段230號1F

450 江總運動彩券行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160號

451 金豪運運動彩券行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345號1樓

452 禾家運彩行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奉天大厦3號

453 豪俐害彩券行 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3號1F

454 世界盃運動彩券 台南市永康區自強路772號

455 活動運動彩券行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205號

456 勝喜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211號

457 金正興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60號

458 金正讚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大寮區中正路3之2號

459 金幸運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55號



460 滿發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5號

461 正旺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69號

462 生大獎彩券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

463 生大財彩券行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356號

464 一直生大獎彩券行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2樓

465 中華運動彩券行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16號

466 雙彩投注站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189號1F

467 嘉營運動投注行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28號1F

468 豪營運動投注行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41號1F

469 萬吉投注站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１段250號1F

470 雙億投注站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４段9號1F

471 東營運動彩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58號1樓

472 長虹運動彩券行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１段129-2號1F

473 億兆發運彩投注站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３段372號1F

474 第一家運動彩券行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505號

475 財神發運彩投注站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36號1F

476 金來發彩券行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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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交易內容依各店家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