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賣場名稱 分店名稱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區

 一品園 406 台中市 北屯區

人本有機世界 崇德店 406 台中市 北屯區

八里鄉農會農民中心 249 新北市 八里區

大台中自然生活本舖(心自然) 403 台中市 西區

大買家 北屯店 406 台中市 北屯區

大潤發 中崙店 104 台北市 中山區

大潤發 內湖二店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大潤發 內湖店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大潤發 碧潭店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大潤發 景平店 235 新北市 中和區

大潤發 中和店 235 新北市 中和區

大潤發 土城店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大潤發 湳雅店 300 新竹市 北區

大潤發 忠孝店 300 新竹市 東區

大潤發 中壢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大潤發 平鎮店 324 桃園市 平鎮區
大潤發 八德店 334 桃園市 八德區
大潤發 頭份店 351 苗栗縣 頭份鎮

大潤發 忠明店 404 台中市 北區

大潤發 員林店 513 彰化縣 埔心鄉

大潤發 嘉義店 600 嘉義縣 嘉義市

大潤發 斗南店 630 雲林縣 斗南鎮

大潤發 佳里店 722 台南市 佳里區

大潤發 鳳山店 830 高雄市 鳳山區

大潤發 台東店 950 台東縣 台東市

大潤發 台南店 703 台南市 北區

小瓢蟲生機坊(華康有機) 403 台中市 西區

元氣種子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台北市農會農特產品展售中心萬隆店 116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南地區農特產品直銷中心 701 台南市 東區

台糖商品行銷事業部(蜜鄰) 台南營業所大同直營部702 台南市 南區

民雄有機店 621 嘉義縣 民雄鄉

生機食品行 虎尾店 632 雲林縣 虎尾鎮

生機食品行 斗六店 640 雲林縣 斗六市

田菜根天然有機專賣店 435 台中市 梧棲區

有機緣地 八德店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有機緣地 內湖店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有機緣地 成功店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杉林農業有限公司(永齡) 846 高雄市 杉林區

板橋市農會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花蓮市農會 田埔超市 970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農會 自強超市 970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市農會—農民購物中心 970 花蓮縣 花蓮市

品安家有限公司 406 台中市 北屯區

柑仔店 帝國店 300 新竹市 東區

柑仔店 竹北店 302 新竹縣 竹北市

洺盛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103 台北市 大同區

美福行 260 宜蘭縣 宜蘭市

若霖健康飲食(原:群素健康素食改名) 235 新北市 中和區

家樂福 重慶店 103 台北市 大同區

家樂福 大直店 104 台北市 中山區

家樂福 三民店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家樂福 桂林店 108 台北市 萬華區

家樂福 東興店 110 台北市 信義區

家樂福 中北店 111 台北市 士林區

家樂福 天母店 111 台北市 士林區

家樂福 內湖店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家樂福 南港店 115 台北市 南港區

家樂福 板橋店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家樂福 汐科店 221 新北市 汐止區

家樂福 新店店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家樂福 樹林店 238 新北市 樹林區

家樂福 北大店 238 新北市 樹林區

家樂福 蘆洲店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家樂福 重新店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家樂福 林口店 244 新北市 林口區

家樂福 淡新店 251 新北市 淡水區

家樂福 中原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家樂福 中壢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家樂福 內壢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家樂福 桃園經國店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家樂福 八德店 334 桃園市 八德區

家樂福 崇德店 404 台中市 北區

家樂福 青海店 407 台中市 西屯區

家樂福 文心店 408 台中市 南屯區



家樂福 沙鹿店 433 台中市 沙鹿區

家樂福 彰化店 500 彰化縣 彰化市

家樂福 嘉義店 600 嘉義縣 嘉義市

家樂福 台南安平店 700 台南市 中西區

家樂福 仁德店 717 台南市 仁德區

家樂福 愛河店 807 高雄市 三民區

家樂福 鼎山店 807 高雄市 三民區

家樂福 鳳山店 830 高雄市 鳳山區

家樂福便利購 環中店 411 台中市 太平區

無毒的家 中崙店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無毒的家 關渡店 112 台北市 北投區

無毒的家 信二店 201 基隆市 信義區

無毒的家 竹北店 302 新竹縣 竹北市

無毒的家 竹東店 310 新竹縣 竹東鎮

無毒的家 中壢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無毒的家 左營店 813 高雄市 左營區

聖德科斯 連雲門市 100 台北市 中正區

聖德科斯 南昌門市 100 台北市 中正區

聖德科斯 博愛衡陽門市 100 台北市 中正區

聖德科斯 雙連站門市 103 台北市 大同區

聖德科斯 復興八德門市 104 台北市 中山區

聖德科斯 復興朱崙 104 台北市 中山區

聖德科斯 大直北安門市 104 台北市 中山區

聖德科斯 復興長春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聖德科斯 復興錦州門市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聖德科斯 新民生門市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聖德科斯 南京東興門市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聖德科斯 新南京門市 105 台北市 松山區

聖德科斯 和平安和門市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台大門市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師大門市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復興東豐門市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復興瑞安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大安站門市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新信義門市 106 台北市 大安區

聖德科斯 長沙門市 108 台北市 萬華區

聖德科斯 青年公園門市 108 台北市 萬華區

聖德科斯 莊敬門市 110 台北市 信義區



聖德科斯 永春站門市 110 台北市 信義區

聖德科斯 新光復門市 110 台北市 信義區

聖德科斯 士東門市 111 台北市 士林區

聖德科斯 士林 111 台北市 士林區

聖德科斯 天母門市 111 台北市 士林區
聖德科斯 內湖文德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聖德科斯 內湖成功門市 114 台北市 內湖區

聖德科斯 後山埤門市 115 台北市 南港區

聖德科斯 萬芳門市 116 台北市 文山區

聖德科斯 景美站門市 116 台北市 文山區

聖德科斯 文山木柵 116 台北市 文山區

聖德科斯 板橋雙十門市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聖德科斯 新店北新 231 新北市 新店區

聖德科斯 永和中正門市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聖德科斯 永和福和門市 234 新北市 永和區

聖德科斯 土城裕民門市 236 新北市 土城區

聖德科斯 三峽北大門市 237 新北市 三峽區

聖德科斯 三重三和門市 241 新北市 三重區

聖德科斯 新莊中和門市 242 新北市 新莊區

聖德科斯 林口文化門市 244 新北市 林口區

聖德科斯 蘆洲長榮門市 247 新北市 蘆洲區

聖德科斯 淡水仁愛門市 251 新北市 淡水區

聖德科斯 宜蘭中山門市 260 宜蘭市 宜蘭市

聖德科斯 羅東倉前門市 265 宜蘭縣 羅東鎮

聖德科斯 羅東聖母門市 265 宜蘭縣 羅東鎮

聖德科斯 新竹光華門市 300 新竹市 北區

聖德科斯 新竹大遠百門市 300 新竹市 東區

聖德科斯 新竹光復門市 300 新竹市 東區

聖德科斯 中壢壢中門市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聖德科斯 龍潭建國門市 325 桃園市 龍潭區

聖德科斯 桃園中山門市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聖德科斯 桃園八德門市 334 桃園市 八德區

聖德科斯 台中公益門市 403 台中市 西區

聖德科斯 台中崇德門市 404 台中市 北區

聖德科斯 台中松竹門市 406 台中市 北屯區

聖德科斯 台中墩隆門市 407 台中市 西屯區

聖德科斯 台中黎明門市 408 台中市 南屯區

聖德科斯 台中大里門市 412 台中市 大里區



聖德科斯 台中豐原門市 420 台中市 豐原區

聖德科斯 台中東勢門市 423 台中市 東勢區

聖德科斯 大甲仁愛門市 437 台中市 大甲區

聖德科斯 嘉義新民門市 600 嘉義市 西區

聖德科斯 嘉義中山門市 600 嘉義市 東區

聖德科斯 台南南門門市 700 台南市 中西區

聖德科斯 台南湖美門市 700 台南市 中西區

聖德科斯 台南東寧門市 701 台南市 東區

聖德科斯 中華崇德門市 701 台南市 東區

聖德科斯 台南健康門市 702 台南市 南區

聖德科斯 高雄中正門市 800 高雄市 新興區

聖德科斯 高雄中華門市 801 高雄市 前金區

聖德科斯 文化中心門市 802 高雄市 苓雅區

聖德科斯 高美館門市 804 高雄市 鼓山區

聖德科斯 高雄林森門市 806 高雄市 前鎮區

聖德科斯 河堤門市 807 高雄市 三民區

聖德科斯 高雄建工門市 807 高雄市 三民區

聖德科斯 楠梓益群門市 811 高雄市 楠梓區

聖德科斯 高雄富國門市 813 高雄市 左營區

聖德科斯 鳳山五甲門市 830 高雄市 鳳山區

聖德科斯 鳳山自由門市 830 高雄市 鳳山區

聖德科斯 鳳山青年門市 830 高雄市 鳳山區

聖德科斯 屏東自由門市 900 屏東縣 屏東市

聖德科斯 屏東建豐門市 900 屏東縣 屏東市

聖德科斯 吉安康聖門市 973 花蓮縣 吉安鄉

聖德科斯 新長庚門市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聖德科斯 台南和緯門市 704 台南市 北區

聖德科斯 開元門市 704 台南市 北區

綠香源商店 408 台南市 永康區

綠恩有機棉 408 台中市 南屯區

遠東愛買 景美店 116 台北市 文山區

遠東愛買 巨城店 300 新竹市 東區

遠東愛買 新竹店 300 新竹市 東區

遠東愛買 楊梅店 326 桃園市 楊梅區

遠東愛買 桃園店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遠東愛買 台南店 710 台南市 永康區

遠東愛買 花蓮店 970 花蓮縣 花蓮市

樂活村 新竹民族店 300 新竹市 東區



樂菲有機超市 竹北文興店 302 新竹縣 竹北市

蕃薯藤 鶯歌店 239 新北市 鶯歌區

蕃薯藤 大溪店 335 桃園市 大溪區

蕃薯藤 內壢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蕃薯藤 中壢店 320 桃園市 中壢區

蕃薯藤 桃園縣府店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蕃薯藤 林口店 333 桃園市 龜山區

蕃薯藤(TINA廚房) 復興店 336 桃園市 復興區

蕃薯藤(TINA廚房) 八德店 334 桃園市 八德區

蕃薯藤(TINA麵包茶屋) 中正店 330 桃園市 桃園區

蕃薯藤自然食堂 南崁店 338 桃園市 蘆竹區

蕃薯藤自然食堂 植物園店 100 台北市 中正區

曙光玫瑰有機農場 602 嘉義縣 番路鄉

聯榮生鮮超市 900 屏東縣 屏東市

寶苗商行 220 新北市 板橋區



地址

崇德路2段279號

崇德二路二段7號

訊塘村中山路2段368號

向上北路254號 

北屯路370號

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2樓

舊宗路1段188號

舊宗路1段128號

環河路22號B1

景平路182號B1

中山路2段228號B2

永安街25號

湳雅街95號

忠孝路300號

中北路2段468號

南東路57-1號
介壽路2段148號
自強路230號

忠明路499號  

中山路319號

西區博愛路2段281號

西歧里文化街119巷21號

民安里80-2號

文化路59號

中興路3段592號

臨安路2段310號

美村路一段359號

竹林路142號

萬隆街47-12號

林森路1段341號

大同路2段402號1樓

東榮路20

民主路1號

南興街27號  

中興路67巷28弄53號

八德路3段162號

內湖路1段719 號1樓



成功路4段30巷9號

上平村山仙路19鄰288號 

中路29-1號3樓

中華路459號
富國路20號
中山路547號

東山路一段83號

光復路2段295號B1

縣政二路53號1樓

承德路1段1號B3

女中路3段401號

復興路283號

重慶北路二段171號

樂群三路218號

三民路160號

桂林路1號

東興路45號B1

中山北路7段113號

德行西路47號

民善街88號(民權大橋旁)

南港路二段20巷5號B1-1

三民路二段31號B1

新台五路1段99號

中興路3段1號

大安路118號

大雅路288號B1

五華街282號

重新路五段654號

文化二路一段 559 號 B1

中山北路2段383號

中華路二段501號

中山東路二段510號

中華路一段450號

經國路369號

介壽路一段728號B2

崇德路一段635號

青海路二段207-18號

文心路一段521號



光華路336號

金馬路二段321號

西區博愛路二段461號

中華西路二段16號

中山路711號

河東路356號

大順二路849號

中山西路236號

新城里環中東路三段567號

八德路3段12巷51弄36號

知行路249號1樓

信二路277號1樓

吳濁流路88號1樓

長安路38號

元化路167號1樓

民族一路1014-2號

連雲街74-2號 

南昌路一段 113 號 

博愛路146號 

民生西路69號

八德路二段318號

復興北路 50 號 1 樓 

北安路486號 

復興北路 179 號 1 樓 

復興北路364號

民生東路 5 段 113 號 1 樓 

南京東路五段260號

南京東路四段113號

和平東路三段109號

羅斯福路三段283巷5號

泰順街15號 

復興南路一段261-2號

復興南路二段 159 號 1 樓 

信義路 4 段 40 號 1 樓 

信義路四段141號

長沙街二段104號

青年路10號

莊敬路382號 



忠孝東路五段394號

光復南路412號

士東路91巷3號

中正路 336 號 

天母西路28號 
文德路 38 號 
金湖路13號 

忠孝東路六段8號 

興隆路三段 14 號 

羅斯福路六段210號

木柵路三段90號

雙十路二段156號

北新路一段 267 號 1F 

中正路176號

福和路164號

裕民路124號 

大學路152號

三和路四段219號 

中和街59巷8號 

文化三路一段457號

長榮路24號

仁愛街14號 

中山路二段139號 

倉前路99號

中正南路142號 

光華街91號 

西門街106號

光復路一段265號

三光路157號

建國路86號

中山路99號

國際路42號

公益路211號

崇德路一段647號

松竹路二段230號

大墩路958號

黎明路二段304號 

益民路二段281號



圓環東路693號

豐勢路419號

仁愛街177號

新民路615號 

中山路24號

南門路75號 

中華西路二段773號 

東寧路379號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健康路二段258號

中正三路69號

中華三路77-1號

林德街35號 

美術南二路248號

林森三路182號

河堤路556號 

建工路642號

益群路59號

富國路37號 

五甲二路554號

自由路18號 

青年路二段467號

北勢里自由路465號

建豐路274號

北昌村自強路632號 

文化二路30-10號

和緯路二段229號

開元路408號

永興路71號

干城街269號

景中街30巷12號四段200號

中央路229號

新竹市公道五路2段469號

中山北路2段23巷6號

中山路939號

中正南路533號

和平路581號地下一樓

民族路176號



文興路349號

尖山路5號

瑞安路一段175巷55號1樓

強國路12號

元化路271巷30號

縣府路130號

文化三路648號1樓

三民村1鄰13-2號

興豐路1315號

中正路1029號

中正北路328-1號

南海路41號5樓

新福村大庒1-16號

建南路15號 

陽明街3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