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縣市
行業別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東中華店 台東縣台東市 中華路１段４６７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台東新生店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２６８號之２、２６８號２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東成功店 台東縣成功鎮大同路６５之１９號１樓

速食 弘爺漢堡-民族親子店 宜蘭市民族路378號

速食 弘爺漢堡-宜蘭轉運站 宜蘭市校舍路137號(宜蘭轉運站對面)

速食 弘爺漢堡-嵐風親子店 宜蘭市嵐峰路三段28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宜蘭中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２段５１８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宜蘭新民店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１０１號１樓

冷飲店 日日裝茶－羅東中山店 宜蘭縣羅東鎮 中山路３段２２０號１樓

冷飲店 唐棉-羅東中華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44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龍如意文化有限公司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７５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１５７號

冷飲店 茶聚－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２１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１段４１５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蘇澳中山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１段６０號１樓

速食 弘爺漢堡-中興 花蓮市中興路252號

速食 弘爺漢堡-花蓮花崗店 花蓮市公園路7-3號

速食 弘爺漢堡-花蓮國聯店 花蓮市國聯五路7號

速食 弘爺漢堡-花蓮富吉店 花蓮市富吉路97號

速食 弘爺漢堡-花蓮七星潭店 花蓮市華西121之2號

速食 弘爺漢堡-吉慶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3段225號

速食 弘爺漢堡-仁里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1段45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 中山路３９３、３９５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花蓮中山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２４３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２４９、２５１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竹山２店 南投縣竹山鎮昭德街８８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３段１８７號、１８９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祖祠路２５６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南投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 中山路２段３３５號

速食 弘爺漢堡-農會店 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277號

冷飲店 拾覺細做輕飲-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30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中興店 屏東縣內埔鄉中興路１８６號

速食 弘爺漢堡-車城店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新興路１３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里港店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３１之１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玉光店 屏東縣佳冬鄉中山路５５之５、５５之６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屏東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 中山路７７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屏東東港門市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３０之６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安泰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１段２２２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１段２之１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明德一路３８２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屏東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長春二路４０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枋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路９８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林邊店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２７９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屏東民生店 屏東縣屏東市 民生路３３９、３４１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大連店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３７之２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８７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１８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忠孝店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３３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建豐店 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１３１之１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萬泰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４３７之３號

冷飲店 十二韻－屏東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10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中正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７０２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屏東新園店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路３０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屏東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 新生路６２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苗栗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 博愛街２８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２９３之３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１１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巨蛋店 苗栗縣苗栗市民族路１４２號

冷飲店 茶聚－新苗店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街９１號

冷飲店 茶聚－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１４６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苗栗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１１３５號１、２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基隆愛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 愛三路３５號１樓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基隆仁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４７號

冷飲店 茶聚－基隆孝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96號

活動特店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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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店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南竿遊客中心分公司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95之2號

免稅店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南竿營業所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20號

免稅店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福澳港免稅分公司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135之6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二崙店 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１０７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元長店 雲林縣元長鄉中山路７－２號

冷飲店 茶聚－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３２４之１號１樓

冷飲店 自在軒－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路２４０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７５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華勝店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１１１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１５０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台西店 雲林縣台西鄉中山路４６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光復西路２２３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東勢店 雲林縣東勢鄉東南村康安路４５號１樓

冷飲店 甲文青-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6號1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忠孝路６１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１段１２２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崙背店 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１２０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崙背２店 雲林縣崙背鄉建國路４８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麥寮店 雲林縣麥寮鄉中山路４２３號

速食 弘爺漢堡-饒平店 雲林縣莿桐鄉饒平村饒平路76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 中正路４８號

眼鏡店 得恩堂竹科店 新竹市 光復路１段３６０之１９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新竹交大門市 新竹市大學路１００１號活動中心地下室

眼鏡店 大學眼鏡新竹文化門市 新竹市文化街２號

冷飲店 茶聚－巨城店 新竹市民權路１４６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１２８號１樓

糕點西點麵包 香帥蛋糕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1段336號

冷飲店 茶聚－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９１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新竹湖口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１段１８６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 中山路４７２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嘉義大雅店 嘉義市大雅路２段４８３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大雅店 嘉義市大雅路２段５６３之２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嘉義中山門市 嘉義市中山路４５７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中興店 嘉義市中興路３１２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仁愛店 嘉義市仁愛路１０５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玉山店 嘉義市世賢路二段４８０號附１、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嘉義民生北店 嘉義市民生北路１９６號

冷飲店 另果鮮飲茶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仁愛路570號1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南京店 嘉義市南京路４４８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垂楊店 嘉義市垂楊路２３３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嘉義店 嘉義市新民路６２６、６２８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新生店 嘉義市新生路６８７號

冷飲店 茶聚－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興業西路２９１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興業店 嘉義市興業東路２５１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興達店 嘉義市興達路２８６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和睦店 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５段６９８之１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南新店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１段２４５之１號

冷飲店 魔力手作茶-縣府店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三路東段216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頭橋店 嘉義縣民雄鄉埤角５４６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復興路６９號

冷飲店 魔力手作茶-長庚店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８號

糕點西點麵包 山姆安娜-大埔門市 彰化市大埔路705號

速食 弘爺漢堡-秀傳店 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6巷23-122號

速食 弘爺漢堡-陽明店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86號

冷飲店 甲文青-彰化成功店 彰化市太平街100號

超級市場 主婦超市－二溪店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７段３４３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自強街２９９號

超級市場 主婦超市－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儒林路２段５１８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大村店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１段臨125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大城店 彰化縣大城鄉中平路４９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２段４２７號

速食 弘爺漢堡-晶采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267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永寧路１１４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臨２１８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２８０號１樓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路街７５巷６２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竹塘店 彰化縣竹塘鄉竹塘村戶政街７６巷５號

速食 弘爺漢堡-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三段2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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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信義三路７３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１４７號１樓

超級市場 主婦超市－王功店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王功段２７５號

冷飲店 日日裝茶－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 大同路１段５９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 中正路３８５號

速食 弘爺漢堡-原福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浮圳路２段２４５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１段８２１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僑信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２段３３６號

速食 弘爺漢堡-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民權街42號

百貨 全方位大賣場員林光復店 彰化縣員林市光復街６、７號

速食 弘爺漢堡-晨美店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街196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員水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１段６３８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員東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２段３０５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員東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２段３１３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員林旗艦店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２段１９９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莒光店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６１３號

超級市場 省錢超市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２段２０１號

百貨 全方位食品五金百貨－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２段２３７號

超級市場 埤頭主婦超市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３６１號

速食 弘爺漢堡-康靖店 彰化縣鹿港鎮永康路１５１號１樓

速食 弘爺漢堡-鹿鑫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二段259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彰化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２２１號１樓

超級市場 溪州省錢超市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３段６７８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信善街臨２號

速食 弘爺漢堡-國中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4段181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 光復路１１７號

超級市場 巧婦超市－中央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１９２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３９９號

超級市場 巧婦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１段１７１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澎湖澎一門市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５９號

冷飲店 自在軒－馬公北辰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１３７號１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