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Pay陪你一起加油」活動辦法

1、 活動名稱：台灣Pay陪你一起加油

2、 活動期間：自111年6月25日(六)起至111年9月25日(日)。

3、 活動規劃：

1、 活動對象：使用「台灣Pay」(透過參與金融機構「行動銀行」APP 或「台灣行動支付」APP)，於

活動地點消費，出示「台灣Pay」付款碼(下稱被掃交易)或以QR Code掃碼(下稱主掃交易)【限

金融卡/帳戶】進行支付之用戶（以下簡稱用戶）。

2、 活動地點：「台灣中油」加油站受理「台灣Pay」之指定據點。

(1) 全台直營加油站據點請至台灣中油官網查詢。

(2) 參與本活動之加盟加油站據點請詳附表，如有更新以台灣Pay官網公告為準。

※僅適用於人工服務區，自助加油、台灣中油捷利卡儲值不適用※

3、 活動內容：

(1) 於活動期間每週六、日、一，至活動地點出示「台灣Pay」付款碼或以QR Code掃碼(限金

融卡/帳戶)支付成功，可享單筆交易金額5%回饋(非即時回饋，回饋金計算採小數點後

無條件捨去，單筆交易金額不得拆付)，每筆交易最高回饋新臺幣(以下同)50元，本活動

回饋總金額上限為100萬元，額滿為止。

(2) 用戶實際進行交易時，應以該加油站現場得受理「台灣Pay」支付之方式或狀態為準。

4、 參與金融機構：「台灣Pay」掃碼支付(透過「行動銀行」APP或「台灣行動支付」APP)之參與機

構如下，如有更新則以「台灣Pay」官網(taiwanpay.com.tw)為準，不另行通知。

(1) 「行動銀行」 APP之參與機構：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

化銀行、台北富邦(限主掃交易)、高雄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京城銀行、華泰銀行、

陽信銀行、淡水一信、台中二信、三信商銀、農金資訊(農漁行動達人)、中華郵政、元大

銀行、玉山銀行(限被掃交易)、日盛銀行(限主掃交易)，計21家金融機構。

(2) 「台灣行動支付」APP之參與機構：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

行、彰化銀行、上海商銀、兆豐銀行、台灣企銀、新光銀行、基隆一信、基隆二信、淡水一

信、新竹一信、新竹三信、彰化六信、花蓮二信、中華郵政、日盛銀行、南農中心、南資中

心，計21家發卡機構。

5、 活動限制及兌領方式：

(1) 本活動回饋總金額100萬元，如達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上限，即停止回饋，並公告於台灣

Pay官網，不另行通知。

(2) 本活動將依用戶交易時序核算回饋金額；本活動用戶結帳金額，以台灣中油活動據點計

算金額為準，若因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及其他原因退還交易款項時，該筆交易將

不列入回饋計算範圍。

(3) 本活動回饋金非即時回饋，於活動結束後，由各參與金融機構依其作業時程於111年11



月25日前撥付至用戶之扣款金融卡/帳戶，倘回饋當日金融卡/帳戶發生失效(如銷戶、

暫停或凍結)或其他因素致無法撥入回饋金之情形，則視同用戶放棄回饋權益。

4、 注意事項：

1、 各參與金融機構、協辦及執行單位並未介入商品、服務之提供、交付或買賣等實體法律關係

，不負擔任何瑕疵擔保或賠償責任，有關各項商品、服務之退換貨或瑕疵擔保所衍生之相關

爭議事宜，謹請用戶洽原交易地點或撥打中油公司客服專線1912協商解決。

2、 有關本活動金額回饋及紅利點數相關使用、回饋、折抵等活動相關問題，請洽台灣Pay活動

小組。

3、 主、協辦單位就用戶之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保有審查之權利，經查核若有不符本活動之

規定者，主、協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得追回回饋金或請求損害賠償。

4、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受領優惠之用戶，主、協辦單位有權排除其

參與本活動，並得保留法律追訴權。

5、 用戶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紀錄，皆以主、協辦單位或發卡機構之

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

6、 用戶已充分知悉且同意就本活動提供之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僅於此次活動範圍內進行蒐

集、處理及利用，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7、 主、協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亦有權對本活動之所有事項做出最

終解釋，若有其它未盡事宜，悉依主、協辦單位活動訊息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8、 主辦單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奧美公共關係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台灣Pay&活動相關問題】台灣Pay活動小組：(02) 7745-1556



附表: 「台灣中油」加盟加油站

「台灣中油」加盟加油站參與台灣Pay活動據點

(限被掃交易，出示「台灣Pay」付款碼)
序號 門市名稱 門市地點

1 順天 台中市大甲區新美里經國路97號

2 明維 台中市大里區大峰路135號

3 德芳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251號

4 西湖 台中市大里區西湖里大峰路68號

5 中雅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658號

6 金旺 台中市太平區東平里中山路一段116號

7 坪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299號

8 安泰 台中市北屯區仁美里崇德十五路40號

9 豐樂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3段595號

10 甲東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5段9號

11 順里發 台中市后里區墩北里甲后路一段1009號

12 員村中清路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三段1號

13 河南路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41號

14 光明路 台中市西屯區廣福路191號

15 智弘 台中市東區振興里大智路210號1樓

16 自由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170號

17 東虹 台中市東區建成路495號

18 知高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三段208號

19 鎮安 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四段968號

20 黎明路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黎明路一段92號

21 中村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001號

22 春社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路35-25號

23 永春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路42-37號

24 萬和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515號

25 五張犁 台中市烏日區五光路279號

26 三和 台中市烏日區學田路300號

27 神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1130號

28 新社中和街 台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五段35號

29 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3段409號

30 美得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二二九號

31 萬豐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3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8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5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7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9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5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8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8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5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6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4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5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5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0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1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1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8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8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04


32 上嘉霧峰 台中市霧峰區本鄉里林森路899號

33 車容坊辛亥 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100號

34 車容坊大業 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2號

35 關渡大業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157號

36 石牌愛心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7段139號

37 主成 台東縣太麻里鄉美和村6鄰美和路86之31號

38 荒野 台東縣太麻里鄉美和村8鄰荒野2-2號

39 豐盛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里4鄰中興路5段335號

40 台東 台東縣台東市豐谷里15鄰中華路二段515號

41 富岡 台東縣台東市富岡里1鄰吉林路二段101號

42 美得豐工 台東縣台東市豐田里25鄰中興路四段203號

43 全滿 台東縣成功鎮三民里1鄰大同路2號

44 興盛 台東縣成功鎮信義里2鄰隧道路68之3號

45 三仙台 台東縣成功鎮三仙里5鄰芝田路186-1號

46 萬年 台東縣卑南鄉賓朗村17鄰賓朗路321號1F

47 特新 台東縣卑南鄉賓朗村28鄰賓朗路612號

48 永利 台東縣東河鄉都蘭村17鄰都蘭41-2號

49 金崙 台東縣金峰鄉賓茂村賓茂路64號一樓

50 長馨 台東縣長濱鄉長濱村11鄰長濱271號

51 東進 台東縣鹿野鄉瑞豐村中山路123號

52 山海關 台東縣達仁鄉安朔村11鄰復興路37號

53 國賓七股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里15鄰七股3號之28

54 新力 台南市仁德區二行里二仁路1段235號

55 土庫 台南市永康區太子路700號

56 永康六甲頂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132號

57 永新 台南市永康區新樹里中山北路768號

58 美吉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428號

59 瑞曜 台南市永康區二王里中山南路426號

60 永大路 台南市永康區永康里永大路2段641號

61 安和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二段238號

62 大銘昌 台南市安南區安明路四段1253號

63 公學 台南市安南區安吉路３段５６７號

64 嘉和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4段205號

65 永樺 台南市安南區安明路三段999號

66 北安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二段363號

67 大港 台南市西港區慶安里中山路17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7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7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3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B4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B4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2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3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0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1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3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AA6212A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8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8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6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8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C2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C5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C9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C2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3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5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96


68 國賓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1-9號

69 佳興 台南市佳里區興化里佳里興570-50號

70 佳農 台南市佳里區南勢里建南156-15號

71 官田 台南市官田區官田里259-5號

72 永昇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8號

73 永成路 台南市南區建南里永成路二段828號

74 安業 台南市麻豆區安東里安業275之6號

75 麻新 台南市麻豆區麻佳路一段566號

76 大成 台南市善化區小新里成功路58號

77 大新營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299號

78 億昌 宜蘭縣三星鄉大洲路262號

79 大埔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一段435號

80 東寶 宜蘭縣五結鄉光榮北路8號

81 五結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3段565號

82 新城 宜蘭縣冬山鄉東城村冬山路1段420號

83 玉田 宜蘭縣壯圍鄉美城村美功路二段150號

84 功勞 宜蘭縣壯圍鄉美功路一段87號

85 蘭陽 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三段188號

86 龍潭 宜蘭縣宜蘭市大坡路二段63號

87 吳沙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308號

88 府城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1段145號

89 金湧 宜蘭縣宜蘭市環市東路2段568號

90 上德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340號

91 廣進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1段116號

92 中森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5段501號

93 南興 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二段45號

94 同樂 宜蘭縣員山鄉永同路一段193之1號

95 金面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一段420號

96 豐富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三段266號

97 信宜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三段38號

98 金泉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七段105號

99 純精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一段177號

100 新馬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二段566號

101 東澳 宜蘭縣蘇澳鎮蘇花路三段210號

102 蘇澳交流道 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501號

103 大佳 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300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6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6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B7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C8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D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C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D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A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3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1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3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3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3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1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3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4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0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2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0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48


104 南聖湖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里中山路二段399號

105 信義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26號

106 美得玉豐 花蓮縣玉里鎮大禹里酸柑30-3號

107 美得吉豐 花蓮縣吉安鄉吉豐路一段198號

108 友華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南濱路1段533號

109 慶豐昌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2段336號

110 富薪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400號

111 長良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529號

112 建國路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3號

113 太平洋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6號

114 由倉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二路2號

115 上美倫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136-1號

116 富銘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17鄰富田2-1號

117 堅登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中正路21號

118 民益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路23號

119 美得新城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206號

120 億隆 花蓮縣新城鄉順安村北三棧61-3號

121 順安 花蓮縣新城鄉順安村草林1-25號

122 富源 花蓮縣瑞穗鄉富興村2鄰中正北路三段222號

123 美得瑞里 花蓮縣瑞穗鄉瑞北村中正北路二段30-25號

124 水璉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水新路1號

125 泰豐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358號

126 美得大學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豐坪路3段989號

127 清富壽豐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村豐坪路三段3號

128 志學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三段303號

129 木瓜溪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4段156號

130 泉源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二段355號

131 明展 花蓮縣鳳林鎮南平里自強路68號

132 南光 南投縣水里鄉南光村中山路一段149號

133 明潭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1段461號

134 社寮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一段2100號

135 華山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段53號

136 新南投交流道 南投縣南投市華陽路258號

137 巨大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4-5號

138 山大王直營 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220號

139 台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149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LL6212A5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2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5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5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3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2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1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0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3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3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5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2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4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3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4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5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6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1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UU6212A5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4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7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7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H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8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90


140 中潭 南投縣埔里鎮南村里中山路四段81號

141 楠埔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233-89號

142 新林 南投縣草屯鎮成功路一段1號

143 永興 南投縣草屯鎮碧興路一段1000號

144 永隆 南投縣草屯鎮碧興路一段1001號

145 中宏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434號

146 新炎峰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378號

147 東閔路 南投縣草屯鎮省府路201號

148 真工草屯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21號

149 藝術村 南投縣草屯鎮坪林里平峰路66號

150 成功路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成功路一段716號

151 草溪路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154之37號

152 宏益 南投縣國姓鄉國姓村國姓路462-12號

153 柑林 南投縣國姓鄉中正路二段568號

154 長流 南投縣國姓鄉大長路577-13號

155 九如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17鄰九如路二段26號

156 上盛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17鄰學人路76號

157 神農 屏東縣內埔鄉義亭村6鄰昇華路259號

158 百達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35鄰復興路145號

159 大潮州 屏東縣竹田鄉大湖村7鄰大成路33號

160 大發 屏東縣車城鄉福興村14鄰中山路2號

161 日日春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中山南路8號

162 亞太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7鄰中山路三段126-9號

163 加祿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3鄰加祿路157號

164 東龍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27鄰臨海路二段3號

165 水底寮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13鄰中正大路662號

166 昶豐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3鄰中正路二段680號

167 威東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里18鄰大潭路107-101號

168 聯勝 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1鄰大同路6號

169 大屏東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596號

170 屏東中山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20鄰中山路169號

171 雍東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16鄰民生路79-16號

172 宜家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550號

173 領航 屏東縣恆春鎮網紗里7鄰省北路500號

174 泰山 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13鄰產業路7號

175 仙吉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15鄰興安路385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0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5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9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9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5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9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3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B3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0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2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4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1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9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3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0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6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6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9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5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0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5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9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6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2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63


176 威勝 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村17鄰臥龍路569號

177 鼎勝 屏東縣新園鄉烏龍村12鄰南興路720號

178 亞柏新園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308號

179 大富 屏東縣萬丹鄉水泉村2鄰中興路二段60號

180 萬興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村2鄰丹榮路983號

181 宜興 屏東縣萬丹鄉磚寮村8鄰大昌路875號

182 社皮 屏東縣萬丹鄉社口村4鄰南北路二段1016號

183 桂豐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18鄰中山路15-2號

184 大同 屏東縣潮州鎮八爺里9鄰大同路271號

185 亞柏潮州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延平路342號

186 新圍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19鄰維新路29-5號

187 大埔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公義路498號

188 來來 苗栗縣竹南鎮公館里6鄰公館仔65號

189 光騏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公義路2433-10號

190 光美 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公義路2433之11號

191 竹苗 苗栗縣竹南鎮頂埔里12鄰中華路378號

192 奕榮頭份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里001鄰永貞路一段22號

193 百盛 苗栗縣頭份市後庄里7鄰光華北路5號

194 新華 苗栗縣頭份市新華里9鄰中正一路268號

195 和源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村24鄰尖豐路141-11號

196 佳園 桃園市八德區福德一路395號

197 興豐路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1810號

198 福德路 桃園市八德區福德一路498號

199 白鷺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946號

200 嘉昕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631號

201 佑昇 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中山南路2段478號

202 坤業大園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二段668號

203 六合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仁和路二段550號

204 士香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26號

205 一德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473號

206 南興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永昌路330號

207 泉好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201號

208 九如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路2段573號

209 興榮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13鄰永昌路50號

210 內壢 桃園市中壢區普慶里環中東路346號

211 龍田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779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7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4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9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0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3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5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4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7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1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GG6212A5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8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2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2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5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7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2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4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49


212 松柏 桃園市中壢區志廣路266號

213 祥益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普忠路230號

214 源泰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485號

215 高鐵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3段728號

216 宏昇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769號

217 中原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662號

218 景福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二段101號

219 過嶺 桃園市中壢區過嶺里民族路5段70號

220 金陵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123號

221 千億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3段489號

222 豐興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一段53號

223 經國平鎮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五段230號

224 祥順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1段255號

225 寶島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580號

226 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550號

227 佳順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196-4號

228 力行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68號

229 正光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89號

230 寶慶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里寶慶路99號

231 健行 桃園市桃園區健行路29號

232 名揚 桃園市桃園區富國路590號

233 車容坊桃鶯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402號

234 全家宏 桃園市桃園區文中里國際路2段226號

235 龍壽街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215之10號

236 經國路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879號

237 大新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76號

238 日隆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386號

239 永安海濱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永福路850號

240 亞柏新屋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一段620號

241 北海 桃園市新屋區新屋里15鄰三民路61號

242 永新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3段669號

243 大造 桃園市楊梅區楊新路四段26號

244 泉盛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上華段126號

245 小人國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2段660號

246 生曜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里中豐路117號

247 東昌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里中正路516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9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3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9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2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2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8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1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3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8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5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6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6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0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1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2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D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4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1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8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9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8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04


248 祥瑞 桃園市龍潭區大昌路一段85號

249 龍潭交流道 桃園市龍潭區大昌路一段160號

250 大昌八八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里大昌路2段80號

251 高原交流道 桃園市龍潭區龍源路2之20號

252 長壽路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109之1號

253 建國東路 桃園市龜山區建國東路42號

254 友仁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復興一路201號

255 長庚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化一路103號

256 仙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88號

257 翔大實業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2段361號

258 坤業 桃園市龜山區東萬壽路20號

259 南強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760號

260 文一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73號

261 車容坊林口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58號

262 南山路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2段46號

263 世盛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路267號

264 頂社 桃園市蘆竹區坑子里山林路3段108號

265 佳佑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北路1677號

266 南竹路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二段145號

267 全鋒台茂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里長興路3段256號

268 文中南 桃園市蘆竹區文中路一段90號

269 文中北 桃園市蘆竹區文中路一段99號

270 協成 桃園市蘆竹區蘆興里中正北路696號

271 歐盟長興路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里長興路一段89號

272 柑園南中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北路479號

273 柑園南榮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一段313號

274 坤業蘆竹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里南崁路2段577號

275 明泓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里環中路３９２號

276 民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18號

277 博愛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35號

278 自由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31號

279 金獅湖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410號

280 靖海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16鄰中山路665之20號

281 大社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1鄰中山路9號

282 雙泰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12鄰旗楠路8號

283 順發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二段382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8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2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2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2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A4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7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4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5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8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1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1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C9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4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E3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YY6212B1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1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6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8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12


284 祥發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４３０號

285 大益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502號

286 瑔發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一段1155號

287 鳳榮 高雄市大寮區大漢路２２５號

288 九大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里12鄰竹寮路114之20號

289 全通 高雄市大樹區大坑里5鄰大坑路109號

290 亞柏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2號

291 桂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79號

292 今順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12鄰仁雄路500號

293 鳳仁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4鄰鳳仁路177號

294 亞柏八卦寮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433號

295 亞柏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一段1111號

296 保來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寶建路4號

297 上豐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57號

298 高楠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697號

299 樺興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里14鄰維新路18-13號

300 本洲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路18-1號

301 聖森路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31鄰岡燕路529號

302 介壽路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介壽東路157號

303 前鋒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12鄰前峰路238號

304 柳橋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25鄰通校路167號

305 雄菱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10號

306 東昇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里10鄰忠孝路一段7號

307 清豐 高雄市美濃區德興里13鄰中正路二段655號

308 梅蘭 高雄市桃源區芙蘭里2鄰南橫公路５段１９９號

309 向陽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里20鄰大舍南路92號

310 水美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34鄰北平路49號

311 慶昌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里7鄰後昌路1196號

312 楠都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1鄰楠陽路115號

313 大誠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36號

314 新達 高雄市路竹區竹滬里8鄰大公路439號

315 振裕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里3鄰延平一路115號

316 新光 高雄市旗山區新光里10鄰旗南三路120-8號

317 旗鉀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一段399號

318 宏洋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二路87-6號

319 嶺東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里29鄰旗南三路204之1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3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7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0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4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5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8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5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NN6212A5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7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6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6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9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6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0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3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9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2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E7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5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B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5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D59


320 洋洋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5鄰延平二路159號

321 美林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5鄰延平二路114號

322 建元 高雄市燕巢區瓊林里7鄰安招路456之1號

323 鳳東路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20鄰鳳東路77號

324 百福 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堵南街46-3號

325 泉益大武崙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72號

326 泉益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120號

327 公準 雲林縣大埤鄉延平路3段12號

328 鴻海 雲林縣斗南鎮東明里新庄50號

329 東和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村廣濟路122號

330 獅子頭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50號

331 八仙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51號

332 車容坊關渡橋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二段72-1號

333 車容坊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37號

334 車容坊碧華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68號

335 重陽橋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72號

336 柑園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1段385號

337 民盛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2段362號

338 亞柏土城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1段164號

339 車容坊頂埔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43號

340 中央路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3段83號

341 坤業莒光路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260號

342 車容坊(五股) 新北市五股區新五路二段279號

343 四海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一號

344 伯爵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39號

345 東湖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6號

346 車容坊文化二路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413號

347 柑園林口二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27號

348 車容坊板橋新月
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里環河西路五段368號

349 車容坊元泰 新北市泰山區新五路一段135號

350 車容坊五洲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七段2號

351 永秦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36號

352 東來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一段69號

353 金滿益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101號

354 車容坊淡海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132號

355 坤業深坑 新北市深坑區萬順里北深路3段7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9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1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C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SS6212A3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KK6212A4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KK6212A5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KK6212A0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A4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3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5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2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3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B4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8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2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9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B3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9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7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5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5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7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5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2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7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2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1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B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9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1


356 德安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362號

357 欣欣 新北市新店區永安里安和路3段35號

358 柑園碧安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20號

359 瑞泉 新北市瑞芳區(魚桀)魚坑路1號

360 林長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32之6號

361 瑞隆 新北市瑞芳區(魚桀)魚坑路356號

362 柑園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二段47號

363 車容坊城林橋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2號

364 車容坊中華路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66號

365 車容坊佳園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3段9號

366 柑園北大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3段227號

367 車容坊板新 新北市鶯歌區三鶯路5之1號

368 車容坊鳳鳴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412號

369 峰沅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225號

370 車容坊三鶯交流
道 新北市鶯歌區三鶯路5號

371 正塘 新竹市北區港北里西濱路一段45號

372 永富 新竹市北區境福里中正路620號

373 長隆 新竹市北區士林里東大路二段657號

374 昇冠 新竹市北區水田里經國路二段1號

375 尚隆 新竹市北區海濱里15鄰天府路二段51號

376 昌益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二段293號

377 公園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585號

378 青雲 新竹市東區關東路171號

379 明湖 新竹市東區明湖里明湖路1036號

380 公道五 新竹市東區豐功里5鄰公道五路二段228號

381 佳隆 新竹市東區前溪里3鄰公道五路三段708號

382 昌隆 新竹市東區前溪里公道五路三段669號

383 茄苳 新竹市香山區茄苳里8鄰五福路二段900號

384 百祥 新竹市香山區香山里12鄰中華路5段111號

385 正成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1301號

386 民德 新竹縣竹北市大義里8鄰長青路2段96號

387 中社 新竹縣竹北市新社里32鄰中正西路447號

388 協榮 新竹縣竹北市西濱路2段508號

389 佑順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1號

390 十興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4鄰東興路一段290號

391 台大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22鄰自強北路153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7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8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2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KK6212A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KK6212A1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KK6212A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A3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D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8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8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9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6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B8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TT6212C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6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9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9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3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8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5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2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1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1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0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1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0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4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4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4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2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16


392 昇隆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695號

393 日清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里1鄰東興路二段896號

394 東元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1鄰東興路一段519號

395 長順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路2段316號

396 六家 新竹縣竹北市竹北市自強南路350號

397 車容坊北興路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178號

398 員山 新竹縣竹東鎮員山里員山路428號

399 良奇 新竹縣竹東鎮三重里中興路一段109號

400 信政 新竹縣芎林鄉文林村14鄰富林路2段113號

401 好客 新竹縣芎林鄉上山村13鄰富林路3段360號

402 北海第二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8鄰光華路422號

403 新慰 新竹縣湖口鄉波羅村6鄰新興路780號

404 成功路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25鄰成功路485號

405 北方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14鄰勝利路二段284號

406 北海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光華路650號

407 鳳崎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2鄰三民南路121號

408 新關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里8鄰文山路亞東段871號

409 枋寮 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11鄰義民路三段426巷7號

410 北新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里11鄰亞東段1020號

411 正新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6鄰牛欄河63之5號

412 竹科 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9鄰大雅路2段147號

413 辰鴻 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10鄰園區三路3號

414 新民路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906號

415 嘉交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158號

416 嘉峰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497號

417 嘉盈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頂山門6之31號

418 吳鳳廟 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檨仔林110號

419 快速交流道 嘉義縣水上鄉內溪村中義路998號

420 中莊 嘉義縣水上鄉中庄村1鄰131號

421 世海 嘉義縣水上鄉內溪村中義路1039號

422 上井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正大路三段2002號

423 原斗(二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1段836號

424 小松 彰化縣二林鎮舊二路358號

425 無憂 彰化縣北斗鎮五權里宮前街2之1號

426 竹塘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一段165號

427 勝美 彰化縣秀水鄉安溪村彰水路1段489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2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7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5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8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9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2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3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1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5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7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7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3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1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3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1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0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6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B2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HH6212A4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A0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4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04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A4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C6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II6212B8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4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7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9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2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19


428 巨登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215號

429 勝太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218號

430 勝中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中山路1段311號

431 社口 彰化縣芬園鄉復興路58號

432 日茂 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員鹿路4段325號

433 連成 彰化縣埤頭鄉興農村彰水路4段326號

434 頂番婆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186號

435 草港 彰化縣鹿港鎮鹿草路4段227號

436 平和 彰化縣溪湖鎮糖北東街8號

437 中彰彰興 彰化縣彰化市三村里彰興路二段81號

438 中庄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480號

439 有信 彰化縣福興鄉福南村臨海路一段39號

440 文澳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15鄰東文澳179號之71

441 澎大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6鄰鎖管港425號

442 大家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2鄰西文澳101號之16

443 泰永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13鄰石泉1號之12

444 北辰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26鄰中華路69號1樓

445 文東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1鄰西文澳97號之87

446 華旗 澎湖縣湖西鄉林投村76之7號

「台灣中油」加盟加油站參與台灣Pay活動據點

(限主掃交易，「台灣Pay」QR Code掃碼)
序號 門市名稱 門市地點

1 東閔路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２１５之１０號

2 水源路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８５０號

3 元寶 臺中市大雅區昌平路三段７０７號

4 興安路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９３２號１樓

5 長安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３００號１樓

6 北屯路 臺中市北區北屯路３９號

7 樹德 臺中市太平區樹德路２５５號

8 中山路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３段４８０號

9 彰秀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一段２８３號

10 好又多 南投縣草屯鄉新豐路７０３號

11 草溪路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１５４之３７號

12 名間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３３５之３號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3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7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6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2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A60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3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9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D8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E72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F08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G7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CC6212C7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01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03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05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06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07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09
https://vipmbr.cpc.com.tw/mbwebs/service_store.aspx?StnID=MM6212A10


13 中山高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１３３５之３０號

14 建元 高雄市燕區鄉安招路４５６之１號

15 鳳東路 高雄市燕巢區鳳東路７７號

16 左新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１７１號

17 自由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２３１號２樓

18 前鎮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路１２３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