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第七組 龜吼漁夫市集 207 新北市萬里區漁澳路16號 0926-359278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士林市場 111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01號 02-28812575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士東市場 111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 02-28345308

第七組 新北市汐止區黃昏市場 221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火車站鐵路下方 0937-186763

第七組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公有零售市場 243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 02-22965500

第七組 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公有零售市場 221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50號 02-26952680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安東市場 106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街75號 972185646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信維市場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60號地下室 02-27015467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信義市場 106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07號 02-27078029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華山市場 100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08號 02-23936571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東門市場 110 臺北市信義路2段81號 02-23218209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成德市場 11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02-27852884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成功市場 臺北市四維路198巷 02-27061873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中研市場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70巷12號 02-27839976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木柵市場 116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3巷3號 02-29394052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木新市場 116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310巷4號 02-29365677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興隆市場 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97號 02-29349714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景美市場 116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37號 937017385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新富市場 108 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70號 02-23081558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水源市場 臺北市羅斯福路4段92號1樓 02-23650797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雙連市場 103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98號 02-25569474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長春市場 104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99號 02-25028202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中山市場 104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3號 02-25414530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松江市場 104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22號 02-25629650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龍城市場 976 臺北市光復北路190巷39號 910290488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建國市場 104 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94巷4號 02-25073756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蘭州市場 103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5號 02-25924738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幸安市場 100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46號 02-23215033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永樂市場 103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1號 02-25566044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大直市場 104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 02-25322782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北投市場 112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 02-28945380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光復市場 110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496巷19號 933205004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西湖市場 114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85號1、2樓 02-26580144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南松市場 105 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40號 02-27675919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南門市場 100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B1~2樓 2023218069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永春市場 110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94號 02-27695123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永吉市場 110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78巷1弄30號 02-27655745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松山市場 105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79號 932207111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八德市場 104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108號之1 02-27728498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西寧市場 108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號 02-23140219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直興市場 108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72巷1號 02-23314297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環南綜合市場 108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45號 02-23051702

第七組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北一區營業本部) 104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0號10樓 02-25239588#6445

第七組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北二區營業本部)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5號2樓 02-25239588#6445

第七組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中區營業本部) 408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3段69號6樓 04-22586158

第七組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南區營業本部)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51號12樓 07-2384567

第七組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轄郵局) 106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55號 02-23921310

第七組 臺北市公有中崙市場 105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02-25773545

臺中分局 臺中市篤行公有零售市場 403 臺中市西區篤行路200-73號 04-22018810

臺中分局 臺中市霧峰公有零售市場 413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58-6號 04-23338319

臺中分局 臺中市臺中區漁會漁貨直銷中心 436 臺中市清水區北堤路30號 04-26580537

臺中分局 臺中市民有東興市場管理委員會 404 臺中市北區湖北街東興市場A區62號 04-22019745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臺中分局 臺中市公有中義零售市場 407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180號 04-23131742

臺中分局 社頭鄉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511 彰化縣社頭鄉橋頭村員集路3段750號 04-8736645

臺中分局 臺中市向上市場自治會 臺中市向上路1段218巷26號 04-23718800

臺中分局 臺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407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04-24262811

臺中分局 臺中市合作公有零售市場 401 臺中市東區合作里進化路230號 04-23600138

臺中分局 興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公司 513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319號 04-8315058

臺中分局 南投縣草屯鎮公有零售市場 542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街55號 049-2338847

臺中分局 臺中市梧棲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435 臺中市梧棲區雲集街2號 04-26562454

臺中分局 臺中市一心公有零售市場 404 臺中市北區新北里錦南街50-2號 04-22333230

臺中分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中國際航空站 433 臺中市沙鹿區中航路1段168號 04-26244123

臺中分局 溪湖鎮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514 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長青街22號 048-853421

臺中分局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國光分公司 412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2段710號 424810456

臺中分局 南投縣竹山鎮公有中山零售市場 557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57號 049-2642743

臺中分局 名間鄉公有零售市場 551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村市場巷20-2號 049-2735748

臺中分局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北屯分公司 406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370號 422429277

臺中分局 南投縣竹山鎮公有竹山零售市場 557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橫街90號 049-2642743

臺中分局 花壇鄉公有零售市場 503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288巷32號 047-865921#173

臺中分局 臺中市清水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436 臺中市清水區鎮北街9號 04-26225784

臺中分局 臺中市清水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436 臺中市清水區鎮政路61號 04-26277281

臺中分局 臺中市建國公有零售市場 401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 04-22241440

臺中分局 南投縣埔里鎮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545 南投縣埔里鎮東華路47號 049-2984040

臺中分局 南投縣水里鄉公有零售第一市場 553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53之25號 049-2773839

花蓮分局 綠島鄉公所公有零售市場 951 臺東縣綠島鄉中寮村2號、2-1號至2-11號089-672510#16

花蓮分局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市場 975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140號 03-8762771#167

花蓮分局 花蓮縣富里鄉公有零售市場 983 花蓮縣富里鄉中山路37號 03-8831111#178

花蓮分局 花蓮縣花蓮市公有零售重慶市場 970 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480號 03-834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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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分局 花蓮縣花蓮市公有零售中華市場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389號 03-8333645

花蓮分局 臺東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950 臺東縣臺東市濟南路61巷180號 089-220023

花蓮分局 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供銷部 976 花蓮縣光復鄉大華村華新街1號 03-8701709

花蓮分局 花蓮縣光復鄉公有第一零售市場 976 花蓮縣光復鄉光華街15號及21號 03-8702206

花蓮分局 花蓮縣光復鄉公有第二零售市場 976 花蓮縣光復鄉光華街15號及21號 x 03-8702206

花蓮分局 花蓮縣瑞穗鄉農會生鮮超市 978 花蓮縣瑞穗鄉中山路1段126號 03-8870897

高雄分局 高雄市民有博愛零售市場 849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06號 07-3228124

高雄分局 高雄市民有零售十全市場 849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88巷14號 07-3232189

高雄分局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市場 826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11號 07-6102990

高雄分局 高雄市岡山區第二公有零售市場(文賢市場) 820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岡山路239號 931804130

高雄分局 東港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華僑市場) 928 屏東縣東港鎮朝安里新生三路175號 912189818

高雄分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 812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2號 07-8057536

高雄分局 金湖鎮金湖公有零售市場 891 金門縣金湖鎮黃海路90之5號 08-2334022

高雄分局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量販事業部屏東量販店 900 屏東縣屏東市台糖街3號 08-7518399

高雄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公司 830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07-7401789

高雄分局 高雄市三鳳中街商店街區 849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310號 07-2866255

高雄分局 高雄市龍華公有零售市場 813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 07-5589765

高雄分局 高雄市三民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849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85之39號 07-2413745

高雄分局 高雄市哈囉公有零售市場 813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下路262號 07-5884660

高雄分局 高雄市旗山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842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 07-6614714

高雄分局 高雄市苓雅公有零售市場 802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5號 07-3349782

高雄分局 高雄市新興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800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40之4號 07-2713306

高雄分局 高雄市旗后觀光公有零售市場 805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07-5710825

高雄分局 高雄市前金公有零售市場 801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8巷5之2號 07-2713194

高雄分局 高雄市鼓山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804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60巷45號 07-5830060

高雄分局 高雄市武廟公有零售市場 802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23號 07-723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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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分局 烏石漁港魚貨直銷中心 261 宜蘭縣頭城鎮烏石港路188號 03-9782345

基隆分局 宜蘭市中央臨時攤販集中市場(綠九市場) 260 宜蘭市宜興路1段60號 03-9354206

基隆分局 宜蘭縣宜蘭市公所市場管理所南館公有零售市場 260 宜蘭市光復路125-10號 03-9361854#13

基隆分局 宜蘭縣宜蘭市公所市場管理所北館公有零售市場 260 宜蘭市昇平街33-1號 03-9361854#18

基隆分局 蘇澳區漁會南寧漁市場 270 宜蘭縣蘇澳鎮南安里海邊路126號 03-996108#223

基隆分局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公有零售市場 26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路7號 (03)9501115

基隆分局 宜蘭縣蘇澳鎮新馬公有零售市場 270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101號 (03)9964809

基隆分局 宜蘭縣蘇澳鎮中原公有零售市場 270 宜蘭縣蘇澳鎮中原路64號 (03)9964809

基隆分局 基隆區漁會碧砂漁港魚貨直銷中心 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11號 (02)24693606

基隆分局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獅子市場 209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32號 (0836)22757-32

基隆分局 基隆市公有成功零售市場 961 基隆市成功一路88號 02-24302043

基隆分局 東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八堵物流中心 204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二街15號B棟 02-24337799

基隆分局 基隆市源遠公有市場 205 基隆市暖暖區暖碇路36之1號 02-24271203

新竹分局 新竹區漁會漁產品直銷中心 300 新竹市新港三路1之9號 03-5366210

新竹分局 新竹市公有關東市場 300 新竹市關東路23巷1-1號 03-5783456

新竹分局 桃園縣八德市八德公有零售市場 334 桃園縣八德市建國路45號 03-3654043

新竹分局 桃園區漁會魚產品直銷中心 337 桃園縣大園鄉沙崙村1鄰7-7號 03-3835601

新竹分局 桃園縣中壢區漁會永安漁港觀光漁市 327 桃園縣新屋鄉永安村中山西路3段1165號03-4861017

新竹分局 大園公有零售市場 337 桃園縣大園鄉忠孝三街19號 03-3862077

新竹分局 桃園市八德區大湳公有零售市場 334 桃園市八德區信義街公有零售市場辦公室03-3762346

新竹分局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愛買量販店桃園店)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939號 03-3785688#207

新竹分局 興國公有零售市場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96號 03-4259335

新竹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桃園中壢分公司 320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2段510號 03-4563775#9

新竹分局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航廈 337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南路9號(第一航廈) 02-2732277

新竹分局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航廈 337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南路9號(第二航廈) 02-2732273

新竹分局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分公司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2段501號 03-43346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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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局 禾菘有限公司龍潭店(阿潭的店水果行) 325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365號 0-34792690

新竹分局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頂好超市)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段39號 03-2842416

新竹分局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市場管理科士林市場 300 新竹市東大路2段477號 03-5255948

新竹分局 金馬金銀珠寶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54號 03-3326633

新竹分局 金東華金銀珠寶行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64號1樓 03-3313315

新竹分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德分公司 33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148號 03-3711133

新竹分局 阿潭的店 324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3段1號 03-4590879

新竹分局 阿潭疏果行 320 桃園市中壢區長沙路46號 03-4283322

新竹分局 金典金銀珠寶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68號 03-3398658

新竹分局 盛寶時尚金鑽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40號 03-371762

新竹分局 晶璽金鑽坊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261號 03-3260616

新竹分局 巧玉銀樓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66號 03-3337728

新竹分局 皇家鐘錶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60號 03-3323633

新竹分局 瑞吉銀樓珠寶股份有限公司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75號 03-3343427

新竹分局 金瑞鴻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144號 03-3885135

新竹分局 金旺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94號 03-3879903

新竹分局 玉藝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116號 03-3885816

新竹分局 金大溪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95之3號 03-3882458

新竹分局 現代經典珠寶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04巷3號 03-3638943

新竹分局 金寶豐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90號 03-3631385

新竹分局 金福興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80之23號 03-3613525

新竹分局 儷欣珠寶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24號 03-3772095

新竹分局 金玉生銀樓 302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48號 03-5556815

新竹分局 億金珠寶銀樓 302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453號 03-5517346

新竹分局 金其華銀樓有限公司 302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87號 03-5542057

新竹分局 來來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1145號 03-3686811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新竹分局 鴻運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348號 03-3627996

新竹分局 金長富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大同路26號 03-3623541

新竹分局 金朝興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大同路13號 03-3627988

新竹分局 金標準銀樓 202 苗栗市中正路839號 03-7353188

新竹分局 欣奇銀樓 202 苗栗市中正路801號 03-7324125

新竹分局 新寶興銀樓 202 苗栗市中正路777號 03-7320024

新竹分局 唐氏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117號 03-3801857

新竹分局 金奇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1157號 03-3908068

新竹分局 合興珠寶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135號 03-3874391

新竹分局 日盛銀樓 335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91號 03-3888169

新竹分局 如意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1002號 03-3201556

新竹分局 金萬壽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955號 03-3204077

新竹分局 金亨山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51號 03-3627265

新竹分局 隆昌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59號 03-3665363

新竹分局 吉祥珠寶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新樂街13號 03-3298310

新竹分局 康氏銀樓有限公司 333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422號之1 03-3291552

新竹分局 金寶堂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135號 03-3196851

新竹分局 金億豐珠寶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中和南路197號 03-3295685

新竹分局 佳祥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陸光路14號 03-3290534

新竹分局 金壽山銀樓 333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52號 03-3327309

新竹分局 巧金珠寶銀樓 330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82號 03-2180638

新竹分局 寶島銀樓 330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11號 03-3613131

新竹分局 恆豐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強國路92號 03-4627567

新竹分局 珍愛今生珠寶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719號 03-4557678

新竹分局 今瑞龢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199號 03-4551748

新竹分局 陳記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159號 03-4550452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新竹分局 金泉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72號 03-4792058

新竹分局 天生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75號 03-4798656

新竹分局 金華山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5號 03-4791727

新竹分局 晶興珠寶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14號 03-4795072

新竹分局 金原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興路38號 03-4792626

新竹分局 宏興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興路81號 03-4794032

新竹分局 元寶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興路96號 03-4798323

新竹分局 金源發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95號 03-4793688

新竹分局 藍寶石珠寶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234號 03-4708900

新竹分局 昭誠銀樓 325 桃園市龍潭區建國路10號 03-4797878

新竹分局 金瑞安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17號 03-3623036

新竹分局 金久裕銀樓 334 桃園市八德區力行街36號 03-3615492

新竹分局 裕珍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113號 03-4556577

新竹分局 金新興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174號 03-4555167

新竹分局 寶豐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1段210號 03-4559707

新竹分局 宏福珠寶銀樓 320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43號 03-4559558

新竹分局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公有零售市場 338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一街15號 03-3520000

新竹分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公有市場 338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52號 03-3520000

新竹分局 涵玉樓金店 300 新竹市文昌街58號 03-5228393

新竹分局 金上富銀樓 300 新竹市東區東門里武昌街98號 03-5250938

新竹分局 金順鑫銀樓 300 新竹市文昌街86號 03-5247123

新竹分局 永旭銀樓 300 新竹市文昌街90號 03-5210798

新竹分局 金順昌銀樓 300 新竹市文昌街64號 03-5245475

新竹分局 金順鴻銀樓 300 新竹市文昌街84號 03-52129892

新竹分局 元寶銀樓 300 新竹市東門街183號 03-5265545

新竹分局 元山銀樓 300 新竹市中央路62號 03-5260645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新竹分局 金玉成珠寶銀樓 300 新竹市東前街2號 03-5266139

新竹分局 金全美銀樓 300 新竹市東前街12號 03-5238653

新竹分局 金井銀樓 300 新竹市東前街27號 03-5238710

新竹分局 金大亨銀樓 300 新竹市東前街30號 03-5239948

新竹分局 金明成銀樓 300 新竹市東門街172號 03-5258573

新竹分局 金正山銀樓 300 新竹市東門街170號 03-5227082

新竹分局 千富珠寶銀樓 300 新竹市東區東門里東前街28號 03-5227730

新竹分局 金和成銀樓 300 新竹市東前街29號 03-5224450

新竹分局 桃園市龍潭區公有零售市場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興路80~100號 03-4793070#2206

新竹分局 新竹市東門公有零售市場 267 新竹市大同路86號 03-5258198

新竹分局 桃園市大溪區第一零售市場 335 桃園市大溪區中央路71號 03-3882201#196

新竹分局 桃園市大溪公有僑愛市場(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溪僑愛分公司) 335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108號 03-3070012

新竹分局 桃園市新路公有零售市場(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龜山中興分公司) 333 桃園市龜山區新樂街36號 03-3292591

新竹分局 桃園市樂善公有零售市場(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樂善分公司) 333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123號 03-3962570

新竹分局 桃園市新明公有零售市場 320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路60號 03-4927856

新竹分局 新竹市南寮市場 300 新竹市東大路4段32號 03-5255948

新竹分局 仁義公有零售市場 302 新竹縣竹北市仁義路129號 03-6563892

新竹分局 新社公有零售市場 302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一街160號 03-6563892

臺南分局 虎尾鎮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632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60-168號 05-6322312

臺南分局 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600 嘉義市博愛路2段416號 05-2353606#802

臺南分局 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北門門市 600 嘉義市忠孝路346巷21、47號 05-2772289#621

臺南分局 虎尾寮公有零售市場 701 臺南市東區裕平路39號 06-3317889

臺南分局 開元公有零售市場 704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124號 06-2347397

臺南分局 臺南市善化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741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77號 06-5837226

臺南分局 虎尾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632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58號 05-6337339

臺南分局 臺南市和順公有零售市場 709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1段710號 06-2478636



轄區分局 市場名稱 郵遞區號地址 電話

臺南分局 嘉義市西公有零售市場 403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45號 05-2223118

臺南分局 歸仁公有零售市場 711 臺南市歸仁區和平南街9號 06-2393323

臺南分局 隆田公有零售市場 714 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21巷1號 06-5741373

臺南分局 大內公有零售市場 742 臺南市大內區內庄1之49號 06-5761225

臺南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公司 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297號 05-5375500

臺南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虎尾分公司 632 雲林縣虎尾鎮立新街96號 05-6331089

臺南分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 630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05-5955959

臺南分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安平店分公司 708 臺南市安平區郡平路42號 06-2975888

臺南分局 文華公有零售市場 702 臺南市南區建南路154號 06-2614706

臺南分局 仁德公有零售市場 717 臺南市仁德區正義一街39號 06-2796881

臺南分局 第一小康公有零售市場 700 臺南市中西區文賢路197號 06-2806540

臺南分局 鴨母寮公有零售市場 704 臺南市北區成功路148號 06-2201031

臺南分局 後營公有零售市場 723 臺南市西港區營西里後營9之2號 06-7961023

臺南分局 左鎮公有零售市場 713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里150號 06-5732703

臺南分局 新營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730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36號 06-6326519

臺南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分公司 730 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251號 06-6569435

臺南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仁德分公司 717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11號 06-2496666

臺南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中華分公司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50號地下1樓之1-806-2756050

臺南分局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中正分公司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58號 06-2538481

臺南分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佳里店分公司 722 臺南市佳里區同安寮80之2號 06-7233777

臺南分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04 臺南市北區臨安路2段310號 06-2295999

臺南分局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533號 06-2542532

臺南分局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600 嘉義市博愛路2段281號 05-2323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