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市營業名稱 門市營業地址 連絡電話

hot 7-大里大買家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710號2樓 04-24818739

hot 7-中原家樂福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501號2樓 03-4333305

hot 7-台北長安東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78之2號1樓 02-25091277

hot 7-桂林家樂福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4樓 02-23882322

hot 7-蘆洲家樂福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282號4樓 02-28559643

The Wang-台中國家商貿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137號1樓 04-22555525

丰禾-大里德芳南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476號 04-24823568

丰禾-台中文心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595號1樓 04-22790007

丰禾-台北南京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46號2樓 02-25076808

王品-中壢延平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52號2樓 03-4259009

王品-台中文心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35號1樓 04-23136430

王品-台北中山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3號2樓 02-25361350

王品-台北南京東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67號 02-87707989

王品-台北羅斯福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9號 02-23934689

王品-台南健康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24號 06-2137966

王品-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81號 03-5588669

王品-桃園同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 69 號 3樓 03-3561887

王品-高雄中正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8號1樓 07-2363536

王品-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60-2號1樓 07-5576557

王品-縣民大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189 號2樓 02-22722016

肉次方-台中文心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585號1, 2樓 04-22422899

肉次方-台南府前 台南市安平區府前路二段500號二樓之1 06-2992997

肉次方-西門峨眉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37號4樓 02-23889010

西堤-中和板南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665號 02-22260306

西堤-中壢中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01號2樓 03-4255671

西堤-仁德中山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77號 06-2702952

西堤-斗六家樂福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97號 05-5371258

西堤-北屯文心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5號1樓 04-22473922

西堤-台中中科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2樓 04-24629522

西堤-台北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8號3樓 02-26721866

西堤-台北南京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號2樓 02-25601296

西堤-台北重慶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9號2樓 02-23708292

西堤-台北復興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52號3樓 02-27112231

西堤-台北羅斯福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79號2樓 02-23699148

西堤-安平家樂福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16號 06-2971618

西堤-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6號2樓 02-29629955

西堤-花蓮國聯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173號1樓 03-8334543

西堤-屏東自由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95號1樓 08-7337222

西堤-員林大潤發 彰化縣埔心鄉瓦南村中山路319號1樓 04-8313822

西堤-家樂福文心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521號B1 04-22586552

西堤-桃園南華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66號 03-3395896

西堤-高雄中山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2樓 07-2820712

西堤-高雄富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02號 07-5569712

西堤-基隆信一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15樓 02-24253600

西堤-淡水中山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8號3樓 02-26263255

西堤-新竹中正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78號 03-5245522

西堤-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2號2樓 02-22181400

王品集團悠遊付可使用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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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堤-新莊新泰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03號2樓 02-29921303

西堤-新營家樂福 台南市新營區健康路251號2樓 06-6565633

西堤-楊梅中山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3巷2號2樓 03-4810010

西堤-楠梓後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52號 07-5912568

西堤-嘉義文化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55-70號2樓 05-2239418

西堤-彰化四維 彰化縣彰化市四維路69巷68號 04-7615252

西堤-鳳山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07-7902022

西堤-頭份尚順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77號 037-687183

西堤-龍潭中正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398號1樓 03-4893568

西堤-蘆洲集賢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409號2樓 02-22810806

尬鍋-中壢元化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27號1F、2F樓及六合路87號2F-1 03-4220036

尬鍋-台北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78號1樓 02-23882252

尬鍋-台北南京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36號2樓 02-25620052

享鴨-台中公益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252號 04-22583118

享鴨-台北忠孝東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28號2樓 02-27118823

享鴨-台北金山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2號2樓 02-23223789

享鴨-桃園同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73號10樓 03-3568805

享鴨-新竹北大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140號 03-5358689

享鴨-縣民大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號 02-22725808

來滋-中和捷運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57號1樓,2樓 02-29483688

來滋-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67號1樓 02-29113818

初瓦-台北捷運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90號2樓 02-23822228

和牛涮-台中文心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01號1,2樓 04-22476628

和牛涮-台北忠孝東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28號2樓 02-27511759

和牛涮-台北林森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58號2樓,260號2樓 02-25625657

和牛涮-台北羅斯福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27號 02-23910269

和牛涮-台南中華西 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345號 06-2959677

和牛涮-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02-22565132

和牛涮-桃園同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75號及77號1樓 03-3589981

和牛涮-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82號 07-5508038

青花驕-台中公益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22號 04-22553970

青花驕-台中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89號1.2樓 04-24223286

青花驕-台北中山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37號 02-25111097

青花驕-台北光復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0號1樓 02-87720659

青花驕-桃園同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75號及77號2樓 03-3556621

青花驕-高雄裕誠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5號1樓 07-5563169

青花驕-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0號1樓 02-22180931

青花驕-縣民大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號 02-22722088

品田-大里德芳南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208號 04-24835127

品田-中原家樂福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501號 03-4553881

品田-台北光復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9號1樓 02-27110035

品田-台東秀泰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93號2樓 089-348730

品田-安平家樂福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16號2樓 06-2999082

品田-苗栗家樂福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599號 037-370867

品田-高雄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42號 07-7676696

品田-楠梓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07-5912887

品田-嘉義國華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12號1樓 05-2222721

品田-頭份尚順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87號 037-68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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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燒-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0號4樓 02-89839355

原燒-中和中山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9號1樓 02-22491138

原燒-中壢元化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45之14號2樓 03-4526458

原燒-台中公益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02號 04-22556885

原燒-台中東海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086號 04-24608523

原燒-台北林森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21號2樓 02-25221688

原燒-台北羅斯福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75號3樓 02-23676131

原燒-台南永華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133號 06-2975356

原燒-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12號1樓 03-5586030

原燒-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02-22592250

原燒-高雄中山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0號1樓 07-3322058

原燒-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6號2樓 02-22191613

原燒-新莊中正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25號2樓 02-22028891

夏慕尼-大直敬業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二路199號2樓 02-27932363

夏慕尼-中壢復興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23號 03-4270907

夏慕尼-台中大隆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43號1樓 04-23282918

夏慕尼-台中文心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506號 04-23152268

夏慕尼-台北中山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號地下1樓 02-25719608

夏慕尼-台北忠孝東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33號2樓 02-27766877

夏慕尼-台北南昌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12號2樓 02-23680613

夏慕尼-台南公園南 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79號 06-2201698

夏慕尼-台南永華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129號 06-2950707

夏慕尼-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28號 03-6570648

夏慕尼-板橋民生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35號1樓 02-22509169

夏慕尼-桃園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83號 03-3559088

夏慕尼-高雄五福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9號1樓 07-2218169

夏慕尼-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號2樓 07-3458618

莆田-台中台灣大道 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405號1樓 04-23221788

莆田-竹北光明 新竹市竹北區光明六路東一段156號1樓 03-5508152

莆田-高雄自由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98號 07-3460852

陶板屋-八德大和 桃園市八德區金和路27號 03-2182928

陶板屋-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6號3樓 02-29762131

陶板屋-大里德芳南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191號2樓 04-24863539

陶板屋-中壢中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11號1樓 03-2807070

陶板屋-北投光明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7號2樓 02-28940925

陶板屋-台中台灣大道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406號2樓 04-23199323

陶板屋-台中河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63號 04-24525755

陶板屋-台中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130號2樓 04-22365586

陶板屋-台北光復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86號地下1樓 02-27411600

陶板屋-台北南京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78號2樓 02-25041711

陶板屋-台北重慶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58號2樓 02-23826788

陶板屋-台北復興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75號 02-27181268

陶板屋-台南忠義 台南市中區忠義路二段26號 06-2217603

陶板屋-台南勝利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18號2樓 06-2006189

陶板屋-永和中正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79之1號2樓 02-29415026

陶板屋-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158號 03-5500153

陶板屋-宜蘭家樂福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38巷2號B2 039-329122

陶板屋-板橋捷運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60號2-3樓 02-22552900

陶板屋-林口仁愛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500號1樓 02-26026950



門市營業名稱 門市營業地址 連絡電話

陶板屋-南投家樂福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21號 049-2248430

陶板屋-苗栗中山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475號 037-373262

陶板屋-桃園三民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284號 03-3391213

陶板屋-高雄裕誠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75號1樓 07-5509983

陶板屋-高雄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6號 07-7807805

陶板屋-基隆信一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12樓 02-24255500

陶板屋-淡新家樂福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3樓 02-26237515

陶板屋-新竹食品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305之1號2樓 03-5617168

陶板屋-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08號2樓 02-89112633

陶板屋-新莊復興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7之1號 02-89927809

陶板屋-嘉義林森西 嘉義市東區林森西路153號2樓 05-2288239

陶板屋-彰化東民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39-45號1樓 04-7279385

陶板屋-樹林中山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00號2樓 02-26852485

陶板屋-豐原向陽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30號B1 04-25231600

最肉-台中公益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71號1,2樓 04-23222868

聚鍋-台中中科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2樓 04-24650552

聚鍋-台中公益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252號 04-22526333

聚鍋-台北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8號3樓 02-86722282

聚鍋-台北南京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2號地下室 02-25716500

聚鍋-台北南昌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2段216號2樓 02-23683118

聚鍋-台北衡陽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7號2樓 02-23312767

聚鍋-台東秀泰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93號2樓 08-9330320

聚鍋-台南中華西 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317號2樓B戶 06-2989990

聚鍋-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2號2F 02-22182208

聚鍋-澄清文衡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36、538號 07-7776435

聚鍋-頭份尚順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61號 03-7696932

嚮辣-台中五權西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271號1樓,2樓 04-24720068

嚮辣-台北松江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1-1,131-2號1樓 02-25151658

嚮辣-台北捷運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90號2樓 02-23821668

藝奇-仁德中山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77號 06-2495222

藝奇-台中大墩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73號2樓 04-23200030

藝奇-台中福雅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91號 04-24616022

藝奇-台北敦化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7號地下1樓 02-27191927

藝奇-台北衡陽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2號1樓 02-23310200

藝奇-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368號1樓 03-5589622

藝奇-桃園南華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60號1樓 03-3398680

藝奇-蘆洲集賢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401號2樓 02-2281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