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阿瘦皮鞋-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２１４號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士林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２５３號１樓

生活工場全聯天母門市部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３號Ｂ１

老行家國際燕窩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１之１號

生活工場文林門市部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４６２號

老行家國際燕窩總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４段１５２號１１樓之１

席伊麗台北承德精品館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３段１６５之１號

好傢在寢具床墊館-台北和平東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１００號

生活工場延吉門市部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５７之２號

上品寢具床墊館-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８８號

阿瘦皮鞋-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００號

台灣歐舒丹-忠孝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３８號１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忠孝旗艦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２２號１樓

霈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３１０號６樓

生活工場永康信義門市部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２段１９８巷８號

台灣歐舒丹-永康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２段２３０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信義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４２號１樓

生活工場安和通化門市部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２６之５號１、２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４號

京華鑽石-復興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６４號(近市民大道)

台灣歐舒丹-台電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３段２８５號１樓

台灣歐舒丹-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２６巷６號１樓

台灣歐舒丹-中山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２８之１號

台灣歐舒丹-總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４４號１３樓

阿瘦皮鞋-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３段１９號

丹普專賣店台北大直館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５５４巷４３號１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雙連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１２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民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１９號

阿瘦皮鞋-雙連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２５號

阿瘦皮鞋-總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６８號５樓

阿瘦皮鞋-總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１６８號５樓

席伊麗台北長安精品館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２段１３８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南京西門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８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南京伊通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１７４號１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２８號

阿瘦皮鞋-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３０號

阿瘦皮鞋-民權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５２號

霈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１９９號２樓

席伊麗台北樂群精品館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７３號

席伊麗台北仁愛精品館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１段４５號

丹普專賣店台北仁愛館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２段６之１號

老行家國際燕窩永康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２段１７７號

阿瘦皮鞋-東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２段２０７號

老行家國際燕窩南海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４號１樓

宜得利總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１７號７樓之１

阿瘦皮鞋-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３段３０８－１號

宜得利台北內湖家樂福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８８號４樓

生活工場內湖門市部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１８２巷６弄２９、３１號

阿瘦皮鞋-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４０號

老行家國際燕窩內湖成功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５９號

阿瘦皮鞋-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３１－１號

ＫＩＫＹ睡眠概念館－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１４１號

ＦＵＪＩ按摩椅－內湖二店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１段１８８號２樓

生活工場全聯文山門市部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２段２２號１樓

阿瘦皮鞋-萬芳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６１號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石牌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１６號

阿瘦皮鞋-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７２號

生活工場石牌門市部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９３之１號

阿瘦皮鞋-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１６０號

阿瘦皮鞋-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１１５號１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１１２號

瑪荷尼家具台北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４６號１樓

生活工場民生門市部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８２號１樓　

席伊麗台北民生精品館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１７１號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南東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３０５號

京華鑽石-南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８１號１樓(捷運南京三民站1號出口)



上品寢具床墊館-南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８至１０號１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復興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１段５７號

宜得利台北敦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００號Ｂ１

ＦＵＪＩ按摩椅－王朝大酒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００號地下１樓

雪蘿菲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３段４４１號

蘿琳亞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３段４４１號２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市府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２１號１樓

阿瘦皮鞋-永春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５１２號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成都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１之１號

阿瘦皮鞋-龍山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１段１８６號

生活工場昆明門市部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９８之１號

阿瘦皮鞋-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嵋街３８號

ＦＵＪＩ按摩椅－家樂福蘆洲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２８２號１樓

阿瘦皮鞋-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２５號

京華鑽石-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９８號

巧玲瓏-三重重陽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３段７之２號

ＦＵＪＩ按摩椅－家樂福重新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５段６５４號１樓

宜得利重新家樂福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５段６５４號地下１樓

ＫＩＫＹ睡眠概念館－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２２之１號

ＫＩＫＹ睡眠概念館－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２７號

阿瘦皮鞋-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７４號

巧玲瓏-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２２號１樓

阿瘦皮鞋-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１６６號

巧玲瓏-土城學府店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１段３４號

ＦＵＪＩ按摩椅－大潤發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２段２２８號Ｂ１

丹普專賣店新北中和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２９８號

阿瘦皮鞋-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１８號

席伊麗新北中和精品館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６３號

ＫＩＫＹ睡眠概念館－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２１之２號

阿瘦皮鞋-南勢角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１段６０號

老行家國際燕窩永和永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６５號１樓

阿瘦皮鞋-永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６７號

阿瘦皮鞋-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２１０號

生活工場永和頂溪門市部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２４１之２號１至３樓

京華鑽石-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９７號(中興街口)

ＫＩＫＹ睡眠概念館－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２段２８６號

生活工場總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１段１１２號１７樓

阿瘦皮鞋-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５號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新板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１６４號

阿瘦皮鞋-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３６１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新埔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３９３號

席伊麗文化精品館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２段１４７號

京華鑽石-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６３號(館前東路口)

巧玲瓏-板橋國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４９巷１號１樓

老行家國際燕窩板橋新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３１號

阿瘦皮鞋-江子翠店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２段１４８號１樓

瑪荷尼家具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２段１１８號

宜得利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２段１６號Ｂ１

巧玲瓏-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２段１３７號

生活工場全聯淡水門市部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８９號１樓

ＦＵＪＩ按摩椅－家樂福淡新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２段３８３號１樓

宜得利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２段３８３號３樓

阿瘦皮鞋-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１３號

生活工場全聯竹圍門市部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３１號B１

阿瘦皮鞋-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１２號

席伊麗新店概念精品館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１１５號

老行家國際燕窩新店門市部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３段１號１樓

ＦＵＪＩ按摩椅－家樂福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３段１號３樓

阿瘦皮鞋-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６９號

台灣歐舒丹-新店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３段６７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大坪林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３段９９號１樓

席伊麗新北新莊精品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１４５之１９號１樓

巧玲瓏-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２７９號１樓

阿瘦皮鞋-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１９８號

阿瘦皮鞋-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６７４號

生活工場幸福門市部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７３５號

宜得利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７６３號Ｂ１



ＫＩＫＹ睡眠概念館－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青山路１段１６１號

阿瘦皮鞋-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１１２號

京華鑽石-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１８９號(公園路口)

巧玲瓏-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２０１號

阿瘦皮鞋-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１段４６號

巧玲瓏-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３１號

阿瘦皮鞋-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２１號

生活工場蘆洲長榮門市部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２３７號１樓

巧玲瓏-鶯歌店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１１３號

阿瘦皮鞋-基隆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２１號１樓

ＦＵＪＩ按摩椅－東岸商場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２３６號

台灣歐舒丹-基隆門市 基隆市仁愛區孝二路１０４號１樓

ＳＨＩＮＺＩＴＩＹ基隆門市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１０４號１樓

阿瘦皮鞋-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１１０號

生活工場基隆皇冠門市部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１７７號６樓

ＦＵＪＩ按摩椅－基隆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５３號Ｂ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