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銀行紅利折抵商店

區域 商店名稱 主要銷售產品類型 營業電話 營業地址

南部 良杯製所 環保杯販售 07-7229713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60號

南部 福德好人居3 不動產銷售 05-2213825 嘉義市東區信興街78巷(嘉義市下路頭段219-2地號)

南部 晴.髮 美髮業 05-2289966 嘉義市西區民權路380號一樓

南部 GAME休閒館-嘉義評好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 04-24925109 嘉義市西區新榮路236號B1至1F及240號B1至1F

南部 喬大旅行社 旅行社 05-2863398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762號11樓4

南部 米米子有限公司 女性流行服飾及配件販售 09-25887930 嘉義市西區福民里錦州三街19號1樓

南部 一級玩家 扭蛋、公仔等玩具 09-85891036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中央第二商場37號一樓

南部 正益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維修服務 05-2386039 嘉義市西區大溪里北港路927號1樓

南部 Vespa 機車銷售 05-2284523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137號1樓

南部 錦城電器行 各類家電電器販售 05-2241825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中山路663號一樓

南部 萬財福 汽車、重型機車保養及維修 05-2316000 嘉義市西區保生里自由路206號

南部 達聖帽行 安全帽及機車騎士配件販售 05-2273695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民權路369之5號一樓

南部 日昇傢俱 家具、寢具 05-2750099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忠孝路662號一樓

南部 左阜右邑興達店 中西式簡餐料理 05-2331668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興達路394、396號

南部 SAMSUNG嘉義民族店 通訊設備(手機及相關周邊) 05-2277766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民族路688號1樓

南部 有限責任國立嘉義大學生消費合作社 糖果餅乾、文具及其他家用品零售 05-2717344 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南部 革新精品 汽車車用主機及改裝精品銷售 09-11959725 嘉義市西區保生里保安一路312號一樓

南部 薯職人食品商店 各類地瓜酥食品 05-2853342 嘉義市西區車店里青年街15號一樓

南部 天水豆腐店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05-2755265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216之2號1樓

南部 HUNTER GOODS  CO 服飾品零售店 09-21554396 嘉義市西區番社里北榮街191號2樓

南部 翔龍草健康館 清潔、日用品零售業 05-2325036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友愛路349號1樓

南部 樂閣 餐館業 05-2776581 嘉義市東區北門里成仁街238號一樓

南部 紅燈籠食堂 餐廳 05-2762406 嘉義市東區朝陽里垂楊路106號1樓

南部 國立嘉義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糖果餅乾零售業、文具零售、其他家用零售 05-2717344 嘉義市東區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南部 藍洞 觀賞魚飼料零售 05-2161619 嘉義市西區新富里民族路629號1樓

南部 GACETA 露營帳篷、器具 09-75001833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125巷1號附1,1樓

南部 枝椏 一般雜貨買賣 05-2252522 嘉義市東區過溝里延平街215號1樓

南部 神州百福會館 各式木雕藝術品及茶葉銷售 05-2313616 嘉義市西區福安里中興路426號1樓

南部 齊柏林音樂廣場 唱片 05-2245236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西門街207號1樓

南部 林聰明沙鍋魚頭 沙鍋魚頭 05-2270661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361、363號1樓

南部 KYMCO 機車銷售與維修 05-2225148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231號

南部 冠壽司 日式料理 05-2219692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06號1樓

南部 暮森咖啡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05-2161538 嘉義市東區豐年里興業東路115巷12號1樓

南部 一葉日本料理餐廳 餐館業 05-2363639 嘉義市西區西平里博愛路二段700號一樓

南部 TOTO美奇實業 衛浴設備批發零售 05-2711189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226號1樓

南部 SP3鞋倉 皮鞋皮件零售 05-2742188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417號1樓

南部 美學權威國際美容機構 理髮院 05-2911358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中興路258號一樓

南部 夏那童裝行 服裝零售 05-2288320 嘉義市西區永和里垂楊路826號1樓

南部 鐵馬道海鮮餐廳宴席會館 餐館 05-2867888 嘉義市西區南京路197號1樓

南部 晴川 女性服飾及配件 05-2779238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41號

南部 新北平 餐飲業特色料理等 05-2165899 嘉義市東區南興路69號

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志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5-2239595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537號

南部 HOTEL HI 一般旅館業 05-2852121 嘉義市西區自強里新民路784之1號

南部 皇品國際酒店 旅館 05-2345977 嘉義市西區自由路468號

南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5-2282067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13號

南部 南榮商號 藝品店 05-2162058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407號

南部 宗承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經銷商 05-2910828 嘉義市東區博愛路二段342號

南部 忠億企業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美容 05-2226627 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32號

南部 一卷石民宿 民宿、農產品零售 05-2581179 嘉義縣番路鄉大湖村紅筆仔壽2之8號

南部 保證責任嘉義縣梅山茶油生產合作社 食用油脂製造批發 05-2621327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中山路617號1樓

南部 易吉購五金生活百貨 五金用品、日常用品 05-2792797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灣橋209-1號1樓

南部 文山賓館 旅館住宿服務 05-2679712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東阿里山40號

南部 茶田三五號 茶葉飲料零售業及其他綜合零售 05-2679764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5鄰東阿里山1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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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松閤餐廳 小吃、餐廳 05-2679789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東阿里山37號

南部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共造產阿里山閣大飯店 旅館 05-2679312 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西阿里山1號

南部 予香景有限公司 韓國熱賣品牌美妝商品 05-25377038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十字路1之12號

南部 阿里山饗宴有限公司 中式料理、筵席 05-2537199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湖仔厝23號

南部 振蒼冷氣家電行 冷氣,空調設備 09-12101770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316-1號

南部 阿墨風尚料理 東南亞、義式、台式料理及火鍋 05-3625701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10鄰棒球一街8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太保營業所 補習班 05-3628385 嘉義縣太保市嘉朴東路一段78號1樓

南部 康寶婦嬰兒用品專賣店 婦嬰用品零售 05-3660409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里南通路三段783號1樓

南部 府昕家具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零售 05-3709889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大(木+康)榔1500號

南部 鈜景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縣府分公司 冷凍調理食品 05-3622998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三路西段73號

南部 景豪電器行 冷氣、冰箱等家電買賣、維修 05-2207658 嘉義縣新港鄉三間村鑽石新城15號

南部 花果椿妝 各式酒凍及水果醋飲 05-2131818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南部 元美3C家電 3C家電銷售 05-2213113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建國路三段142-1號一樓

南部 天地能量樂活村 日用品及天然食材零售 05-2532220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11鄰北勢子82-2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中正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一段168號

南部 基地 輕食、飲料 09-66498516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一段168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正營業所 補習班 04-22208718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神農二街5號

南部 佑嘉汽車有限公司 汽機車零件銷售維修 05-2204006 嘉義縣民雄鄉大崎村十四甲2之21號1樓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補習班 05-2061002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建國路一段126號1樓

南部 莆林庄企業社 餐飲業 05-2650753 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民權路53號

南部 艾森農場 精油銷售 06-5050666 嘉義縣大林鎮明和里甘蔗崙96號1樓

南部 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所 戶政規費 05-5975440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15鄰中山路178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斗南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大業路116號

南部 尚豆咖啡 咖啡館 05-5972126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新生三路128號

南部 宗承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 汽車買賣維修 05-5951122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大業路108號

南部 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所大埤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5975440 雲林縣大埤鄉中山路102號

南部 利多小舖 美容用品店 09-72339320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和平路122之2號

南部 阿義廚房 甜點、飲品 05-6327945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平和68號之1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虎尾二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林森路二段299號

南部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 戶政規費 05-6329274 雲林縣虎尾鎮行政路8號

南部 媽祖埔豆腐張 中式餐點 05-6333552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71號1樓

南部 八八菸酒水專賣店 菸酒批發 05-6310388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光復路443號1樓

南部 新葉山茗茶行 茶葉 05-6364059 雲林縣虎尾鎮德興里28鄰北平路146號

南部 第八間咖哩 咖哩料理 05-6311288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88號

南部 郭麗屏美容美體 三溫暖 美容護膚 05-6324011 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145號

南部 龍宏輪胎行 汽車輪胎買賣 05-6324011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忠孝路47號

南部 台灣知識庫斗六分公司附設虎尾學堂 資訊服務 05-6325477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268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營業所 補習班 05-6337155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88-1號

南部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土庫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56329274 雲林縣土庫鎮中山路245-1號

南部 順成油廠 食用油脂製造、食品什貨販售 05-6621189 雲林縣土庫鎮忠正里光明路166號

南部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褒忠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6329274 雲林縣褒忠鄉泰安路3號

南部 思雨田時尚整體美學概念館 美容服務業 05-6971388 雲林縣褒忠鄉中民村三民路12號

南部 雲林縣西螺戶政事務所崙背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5862127 雲林縣崙背鄉民權路114-1號

南部 千巧谷烘焙工場  麵包糕點販售 05-6969845 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建國路28號1樓

南部 千巧谷牛樂園牧場  麵包蛋糕 05-6969845 雲林縣崙背鄉羅厝村東興182-32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麥寮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麥寮鄉麥豐村自由路236號

南部 千巧谷烘焙工場 麵包糕點販售 05-6969845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山路272號1樓

南部 恬恬法式甜點 法式甜點、飲品、咖啡 05-5354520 雲林縣斗六市中和里中華路16號

南部 路易莎 咖啡、飲料、漢堡 05-5379268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太平路5號

南部 雅品設計師專櫃服飾 女裝成衣 05-5325358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愛國街12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斗六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23號1樓

南部 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 戶政規費 05-5322542 雲林縣斗六市公園路77號

南部 日興被帳行 棉被、蚊帳製造零售 05-5323500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里太平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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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品綸服飾精品百貨 女用服飾及配件零售 05-5331953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150號

南部 麻辣風暴 火鍋餐飲販售 05-5330206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中山路420、422號

南部 愛麗.時尚美學沙龍 美容美髮 05-5331453 雲林縣斗六市光興里中山路28號1樓

南部 亞都鐵板燒 鐵板燒 05-5344738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溪攤販臨時集中場第45號攤位

南部 糧莘庇護農場 農作物栽培、農產品、紅藜商品銷售 05-5331111 雲林縣斗六市頂柴路1號

南部 德周TV Game斗六門市 育樂用品.資訊軟體 05-5338734 雲林縣斗六市光興里興南街1號1樓

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公司 資訊服務 05-5350071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70號2樓

南部 皇居汽車旅館(禾楓斗六館) 旅館業 05-5325111 雲林縣斗六市建興路11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分公司 補習班 05-5377088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72號5樓

南部 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林內 戶政規費 05-5322542 雲林縣林內鄉林南村中山路1-1號

南部 永光西點麵包 麵包、蛋糕買賣 05-5895297 雲林縣林內鄉林南村中正路189號

南部 盛元超市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05-5896999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新興路56之8號

南部 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所古坑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5975440 雲林縣古坑鄉中華路36號

南部 季節角落 布疋染藝、服飾品零售業 05-5827761 雲林縣古坑鄉水碓村水碓88號

南部 雲林縣斗六戶政事務所-莿桐 戶政規費 05-5322542 雲林縣莿桐鄉中山路170號

南部 賞柏藝 木雕藝術品 05-5863551 雲林縣西螺鎮中和里市後街30號

南部 夏許金工實驗室 銀製飾、金屬工藝品 05-5848051 雲林縣西螺鎮中和里市後街32號

南部 雲林縣西螺戶政事務所 戶政規費 05-5862127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292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西螺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振興215號

南部 正莊麻糬 麻糬杏仁酥花生糖等 05-5863736 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平和路182號

南部 財團法人雲林縣螺陽文教基金會 捐贈、門票 05-5861444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92號

南部 新視代眼鏡 眼鏡、鏡框 05-5882558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28號

南部 金和興珠寶銀樓 金飾、銀飾、珠寶 05-5882386 雲林縣西螺鎮漢光里建興路137號1樓

南部 雲林縣西螺戶政事務所二崙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5862127 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一段168巷37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北港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北港鎮光復里華南路4號

南部 日統汽車客運(四湖站) 公路汽車客運、遊覽車客運 05-5361176 雲林縣四湖鄉四湖村中正路435號

南部 雲林縣哪吒功德會 慈善活動勸募，宗教文創商品 05-7875858 雲林縣四湖鄉蔡厝村新興路1-6號

南部 雲林縣虎尾戶政事務所元長辦公室 戶政規費 05-6329274 雲林縣元長鄉中山路124-1號

南部 鹹菜巷8號 民宿 06-2213373 台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22巷56弄8號

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南市中西區大涼里永華路一段309號

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29號1樓及B1地下室

南部 GAME休閒館-台南二店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 06-2223283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62號

南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大碩 考試諮詢服務、面試輔導 02-23315551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75號1樓

南部 一番館精品店 男性皮包、服飾 06-2212922 台南市中西區銀同里青年路52號1樓

南部 Kuru Mira女鞋 女鞋 06-5715708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128號

南部 東京益田餐飲 日式料理 06-2267711 台南市中西區海安路1段10號1樓

南部 大天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淨水器、負氫氧水杯 06-2262109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157巷10號一樓

南部 府昕設計家具 竹、木、藤製家飾品批發 06-2953870 台南市中西區大涼里中華西路2段62號

南部 知的達人服飾 男裝販售 06-2212922 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52號1樓

南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6-2295220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0號

南部 魔髮部屋-台南中山 假髮 06-2238877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9號

南部 小李皮鞋 鞋店 06-2244582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310號1樓

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南市東區富強里中華東路二段78號1-3樓

南部 台灣大哥大台南東寧店 手機、門號新辦及續約 06-2752888 台南市東區裕農里東寧路474號1樓

南部 OPPO台南東寧體驗店 手機販售、門號新辦及續約 06-2342525 台南市東區東明里東寧路355號1樓

南部 拾指 美甲美睫 09-25720301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66號1樓

南部 賣銀的店 一般首飾及配件飾品 06-2080080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12之3號1樓

南部 真炙鐵板料理 鐵板料理 06-2080455 台南市東區東和路93號

南部 韓匠韓國食品專賣店 韓國進口各式食品 06-2008903 台南市東區前鋒路87號1樓

南部 婆美美容材料行 化米庄品零售 06-2342885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301巷45號1樓

南部 裕豐神農青草茶 茶葉、茶飲 06-2087572 台南市東區新東里裕豐街113號1樓

南部 東偉人有限公司 安全帽販售 06-2002755 台南市東區富裕里裕農路68號1樓

南部 倚天特約門市 通訊產品 06-3580675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58之2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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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隱樵山房陶藝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茶葉.茶器陶瓷批發零售 06-2386066 台南市東區府連路451之2號

南部 衣力美實業有限公司-結交世界 運動、登山及休閒相關服飾 06-3313322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261號

南部 水鳥和洋創菜 各式創意料理 06-2373237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271號1、2樓

南部 慧慧小舖 女裝服飾買賣 06-2909948 台南市東區崇學里崇學路4號1樓

南部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天文望遠鏡 02-27332345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113號1樓

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東寧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6-2762595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07號

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學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6-3360199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31號

南部 文化路豹鞋業 鞋子銷售 06-2561275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3段325號1樓

南部 首航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 06-2741266 台南市東區裕義路238號2樓

南部 艾加佩健康概念館 美容美體按摩、經絡調理及精油、護膚商品 06-2219230 台南市南區新興里國華街一段12號1樓

南部 三十揖茶堂 茶葉批發零售、現沖茶品銷售 06-2087086 台南市南區文華里8鄰建南路162號1樓

南部 莊協和的床店 家具寢具零售 06-2611126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2段343號1樓

南部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 文創商品及禮品 02-27856699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689巷1號、3號、5號、7號

南部 一起趣企業社 桌遊買賣 06-2216723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1段493號2樓

南部 集雅朵法式餐廳 法國餐飲 06-2139716 台南市南區竹溪里體育路21巷2號1樓

南部 加賀水生技有限公司 紅豆&薏仁膠原蛋白飲 06-2640319 台南市南區永南三街51號

南部 TIGER虎牌 電子鍋、保溫杯瓶等 06-2200855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310號1樓

南部 新百祿燕窩觀光工廠 燕窩、保健食品 06-2615959 台南市南區彰南里新和路38號一樓

南部 結交世界戶外用品有限公司 運動服飾 06-3313322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2段220號1樓

南部 東泰家具有限公司 家具買賣業 06-2647393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133號

南部 結交世界戶外用品 戶外運動休閒服飾、旅行露營相關用品 06-3313322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3段228號

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儒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6-6026025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10號1F

南部 南盲視障按摩 全身及腳底按摩 06-2233419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165號

南部 健康燒肉屋貴一郎 小吃、餐廳 06-2358887 台南市北區東豐路179號1樓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補習班 06-2296641 台南市北區成功路49號1樓

南部 龍業百起股份有限公司 衛浴廚具等建材銷售 06-2998199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1057號

南部 拿福西台貿易行 葡萄酒、西班牙食品等 06-3911687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592號1樓

南部 鑫酒藏行 日本酒專賣 06-2939595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672巷6號1樓

南部 橄饗家西班牙嚴選美食 西班牙私房料理 06-3911687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590號1樓

南部 丸珍水產 餐飲業 06-3911688 台南市安平區金城里城平路1號1樓

南部 強棒友魚海鮮 海鮮餐廳 06-2285951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99-11號

南部 高鑫家居生活館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06-5935566 台南市安南區頂安里北安路2段400號1樓

南部 全球大車隊 計程車運輸 06-2456122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2段37巷85號1樓

南部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美容中心 美容相關產品 06-3571195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2段66號3樓

南部 海佃路豹鞋業 鞋子銷售 06-2561275 台南市安南區海東里海佃路2段411號1樓

南部 宏寶輪胎行-南港輪胎 汽車保養維修及輪胎零售 06-2635096 台南市安南區南興里公學路5段638之3號1樓

南部 吉翔通訊 通訊行 06-3580675 台南市安南區國安街123號

南部 禾新傢俱行 家具寢具批發零售 06-3135929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2巷2號

南部 五福輪胎有限公司 汽機車零件批發零售 06-2550208 台南市安南區安吉路一段560-1號

南部 威柏爾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護腰護膝能量手環 06-3553320 台南市安南區永安路71巷3號

南部 縱貫企業有限公司 建材五金批發、衛浴設備 06-2337505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西街164號1樓

南部 GAME休閒館-中正店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銷售 04-24925109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58號B1

南部 益福企業社 汽車維修、零件批發零售 06-2538668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229之1號

南部 美妍極緻東橋 護膚美容及相關產品銷售 06-3023420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七路382號1樓

南部 東大宇重型機車店 機車維修、批發零售 06-3121281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599號1樓

南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6-3127728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38號

南部 立康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西藥化妝品食品什貨 06-2337068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29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永康營業所 補習班 06-2430107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21號1樓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崑山營業所 補習班 06-2058506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96號3樓

南部 新知數位家電連鎖-歸仁店 家電 07-6975306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109號

南部 得恩堂眼鏡台南歸仁店 眼鏡零售 06-2399961 台南市歸仁區南保里中山路3段3號1樓

南部 找到幸福長榮二店 食品什貨、輕食餐點及飲料零售 07-6936635 台南市歸仁區大潭里長大路1號長榮二店

南部 找到幸福長榮一店 食品什貨、輕食餐點及飲料零售 07-6936635 台南市歸仁區大潭里長大路1號長榮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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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古萱茶房 茶葉 07-6312969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858號

南部 新瑞都企業有限公司 鐘錶 02-25965559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77號B1層 

南部 安安藥局隆田店 西藥、中藥、其他藥品及醫療用品零售 06-5795705 台南市官田區中山路一段15號1樓

南部 得恩堂眼鏡台南麻豆店 眼鏡及相關產品銷售 06-5715611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22號1樓

南部 壽喜屋 日本料理 06-5725995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710號1樓

南部 合口味肉品 肉鬆、肉乾、火腿及臘肉 06-5715069 台南市麻豆區博愛路30號1樓

南部 英國比得兔1929未來館 家具、寢具、裝設品批發業 06-5713456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57號

南部 宏暘企業有限公司 家具、寢具、裝設品批發業 06-5704298 台南市麻豆區小埤里5鄰小埤頭23號之3

南部 大勝大食品五金百貨 食品、五金、百貨 06-5719361 台南市麻豆區新建里興民街69號

南部 農林檜木精品 家具、寢具、裝設品批發業及建材批發業 06-5702303 台南市麻豆區麻口里麻豆口10之13號

南部 靚世紀診所 化妝品批發業,化妝品製造業 06-6020779 台南市麻豆區巷口里和平路2之10號

南部 楊生藥妝 藥妝 06-5715050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30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麻豆營業所 補習班 06-5714753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70號1樓

南部 金瑞發行 寢具零售 06-5711111 台南市麻豆區光復路40號

南部 安安藥局 藥局 06-5727475 台南市麻豆區保安里興中路88號1、2樓

南部 得恩堂眼鏡-台南佳里店 眼鏡及其零配件 06-7211610 台南市佳里區安西里光復路277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佳里營業所 補習班 06-7236776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106號3樓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營營業所 補習班 06-6352141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11號

南部 笙寶婦嬰健康生活館 食品什貨及婦嬰相關產品 06-6359558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96之17號

南部 小豆子婦嬰兒用品店 婦嬰用品零售 06-6855717 台南市白河區永安里中正路74之2號1樓

南部 田媽媽 餐館、餐廳 06-6897300 台南市下營區中興南路21號

南部 仁美汽車維修 汽車修護 06-6792356 台南市下營區中山路1段278巷2號

南部 康寶婦嬰健康生活館 婦嬰用品零售 06-6530558 台南市鹽水區武廟里三福路84號1樓

南部 良杯製所 環保杯販售 07-7229713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2號

南部 國聯地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 07-3219966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178號1樓

南部 #Space 餐飲業 07-3100950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88號

南部 綺特美髮美容 美髮及美容業 07-2823632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1號

南部 九福大飯店 旅館業/餐館業 07-2872131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16號

南部 靚世紀診所 化妝品及保養品銷售 07-2363503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38號

南部 魔髮部屋-高雄中正 假髮 07-2249888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70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補習班 07-2861111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17號1樓

南部 巨泉實業有限公司-高雄 醫療器材(助聽器)銷售 07-2374048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82-1號1樓

南部 力賦國際有限公司 嬰幼童服飾 07-2157726 高雄市前金區旺盛街26號

南部 兆舍行旅 旅館業 07-2411745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78號

南部 隱樵山房陶藝有限公司 茶葉、茶器陶瓷批發零售 07-2160186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90、292號

南部 可蘭霓 女性內衣買賣 06-2500089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157號

南部 竑亦企業有限公司 美容美體服務 02-27198885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之9號

南部 (木+百)悅國際(股)公司高雄分公司 各項傢俱及衛浴設備販售 07-3327676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67號

南部 虎記股份有限公司-TIGER虎牌 保溫杯瓶、電子鍋等 07-7161460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44號及146號

南部 金將汽車商行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及車胎零售業 07-7226199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21鄰福德一路373號

南部 東京目黑餐飲有限公司 日式料理 09-53932838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81巷2號

南部 靚世紀診所 美容護膚業 07-2362226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27號1樓

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林森三路189號1樓、189之2號2樓及地下一樓

南部 夢時代購物中心(餐廳及美食街) 主題餐廳及美食街 07-9733888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南部 夢時代購物中心 購物商場 07-9733888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南部 玉豆腐 餐館,飲料零售,菸酒零售 07-5379035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家樂福1F)

南部 雄陽汽車有限公司HONDA汽車 汽車保養美容 07-3331536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28號

南部 振源藥局 藥品及保健食品販售 07-3112541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5號1樓

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建工路506號

南部 馥坤實業 燕窩、白咖啡、滴雞精批發零售 07-3982862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07號1樓

南部 嘉圓餐具贈品公司 餐具食品什貨批發零售買賣 07-3211468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203之5號1樓

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儒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7-2354321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98號

南部 老大房 日港韓服飾批發及零售 07-313825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75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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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補習班 07-2851919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25號

南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7-236877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2路185-1號

南部 HONDA CARS 汽車買賣及維修 07-333153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6號

南部 玉豆腐 韓式餐館 07-3646012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家樂福1F)

南部 開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不動產買賣 07-9580288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55巷83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楠梓營業所 補習班 07-3510880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92、396號

南部 趣活紅毛港 文創商品設計生產銷售 07-8713383 高雄市小港區南星路2808號

南部 裕誠路豹鞋業 各式鞋子買賣 06-2461078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12號1樓

南部 夜泰美-泰式料理餐廳 餐飲業 07-7932223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29號1樓

南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29號、429-1號

南部 我家網(南區) 網路廣告 02-29699236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46號8樓

南部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天文望遠鏡 02-27332345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0號1樓

南部 世奇商旅 一般旅館業 07-8025566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0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左營營業所 補習班 07-3591830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02號

南部 格尚汽車 二手汽車 07-3106637 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公路28號

南部 寶捷汽車保養廠 汽車修理業及零件配備零售業等 07-3752518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96之3號

南部 宏展汽車保養廠 汽車修理業 07-7352186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5之13號

南部 新知數位家電岡山店 冷氣、冰箱等家電 07-6975306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19號1樓

南部 首鑫精品家電音響館 家電 07-6268000 高雄市岡山區通校路250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岡山營業所 補習班 07-6221100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9號1樓

南部 新知數位家電連鎖-路竹店 家電 07-6975306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40之1號1樓

南部 春益車業 機車銷售與維修 07-6072892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09號

南部 郁淳服飾牛仔店 服裝零售 07-6960977 高雄市路竹區社南里大社路86號1樓

南部 新志成車業 電動機車 07-6971065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07號1樓

南部 儷錦精品名店 服飾皮件 07-6075757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79號1樓

南部 古萱茶房 茶葉銷售 07-6314770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路新(廊-郎+部)巷1號

南部 超總美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妝品製造及批發零售 07-6910808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路14之3號

南部 大鸚帝國 寵物食品及用品零售 07-6983455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77之2號

南部 世聖精品鮮果社 食品什貨、飲料及農產品零售業 07-7408299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06號1樓

南部 川園川味小吃商店 小吃、餐廳 07-7414708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298號之1

南部 aise 精品服飾買賣 07-7809985 高雄市鳳山區文平街43號1樓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五甲營業所 補習班 07-8233298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一路10、12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營業所 補習班 07-7475530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28號4樓

南部 路豹鞋業義大分店 鞋業 06-2461078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

(義大123廣場之B區1樓編號第04櫃位)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旗山營業所 補習班 07-6622706 高雄市旗山區德昌路22號1樓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營業所 專業考試補習教育 069-266591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陽明路2號4樓

南部 德周屏東門市 電子遊樂器娛樂用品零售,遊戲軟體零售 08-721272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18-5號

南部 民生路豹鞋業 各式鞋子 06-2461078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290號1樓

南部 堅生魚片食堂 生魚片專賣店 09-39160861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自由路341號

南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屏儒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8-7336001 屏東縣屏東市光復路140號1F

南部 冠虹汽車租賃有限公司 汽車租賃 08-7662455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70號

南部 渡假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 07-6952902 屏東縣屏東市潭墘里自由路790號

南部 墾丁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8-7331166 屏東縣屏東市蘭州街4之2號1樓

南部 瑞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 08-7239666 屏東縣屏東市自立路254號

南部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食品零售 08-7785438 屏東縣竹田鄉永豐村永豐路132號

南部 立翔汽車保養廠 汽車保養、維修、中古機車零售 08-7710104 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三山路147號

南部 聯成揚建設有限公司 房屋興建、銷售 08-7220442 屏東縣內埔鄉學興路96號

南部 啟程汽車修護廠 汽車維修 08-7780339 屏東縣內埔鄉學興路201巷11-1號

南部 名成車業行 機車維修及出售 08-7799859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187號1樓

南部 聞香閣宴會餐廳 餐館業 08-7803338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550號1樓

南部 森活藥品有限公司 藥妝、醫療器材 08-7881316 屏東縣潮州鎮朝昇路325-6號

南部 成昌藥局 藥局 08-7801199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96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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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潮洲營業所 補習班 08-7890099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206-2號

南部 光復光學眼鏡行 眼鏡行 08-7899418 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中山路143號

南部 馬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食品,餐飲,化妝品 07-5550864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一段180號

南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營業所 補習班 08-8350606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中正路1段115號1樓

南部 熊家萬巒豬腳 餐廳 08-8825656 屏東縣車城鄉保新路10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