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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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313號1、2、3樓

中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儒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4-22290111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17號1F

中部 台灣知識庫台中分公司附設大碩文理補習班 資訊服務 04-22290445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73號之1-2樓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超級營業所 補習班 04-22268000 台中市中區綠川東街32號4樓之2

中部 紅點文旅 旅館業 04-22291191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206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營業所 補習班 04-22200655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1號

中部 巨泉實業有限公司-台中 醫療器材(助聽器)銷售 04-22224886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266號1樓

中部 GAME休閒館-新時代店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銷售 04-24925109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B2-3

中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志聖康德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4-22200985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74號1-2樓、76號1-2樓

中部 志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帝營業所 補習教學、書籍出版 04-22260556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53號3F

中部 江記永安囍餅有限公司福田營業處 囍餅、糕餅零售批發 04-23155070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福田二街92號1樓

中部 詮鑫影音科技有限公司 汽車音響零件配備批發、零售業 04-22650007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路2號

中部 加得旺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輪胎零售、維修、汽車百貨零售 04-22270988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112號

中部 多利多天然果乾五穀雜糧食品 果乾零售 09-08821818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

中部 起家雞台中勤美店 速食餐廳 02-25717500 台中市西區中興街165、167號

中部 我家網(中區) 網路廣告 02-29699236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85號20樓

中部 鈺昇珠寶行 珠寶零售 04-23260255 台中市西區忠誠里精誠路60號1樓

中部 裕毛屋(凱福登)-公益店 超級市場 04-7540432 台中市西區公正里公益路150、152號

中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洋碩分公司 資訊服務 04-35062140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19號

中部 慧馨國際有限公司 嬰兒用品、孕產婦用品、油飯、蛋糕 04-23723848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一街97號1樓

中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明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4-23722288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361號

中部 賽斯柏運動科技 運動服飾銷售 04-23785108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91號

中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4-22250338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39號1樓

中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4-23294133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底一層之1(B03)

中部 靚世紀診所 化妝品銷售 04-23022266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1段112號1樓

中部 魔髮部屋-台中精誠 假髮 04-23298958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9號

中部 采薇服飾店 服飾 04-22218508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480號

中部 麗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嬰兒童裝店 02-27955120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39號1樓

中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71號

中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醫院 04-22052121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2號

中部 宏興輪業 機車零售業 04-22015666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206號

中部 均映服裝行 訂做服裝,西服,襯衫等 04-22351708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1段629號14樓之3

中部 芯之田美容芳療館 臉部保養、身體舒壓 04-22936069 台中市北區陝西四街38號

中部 古典洋酒 進口洋酒買賣 04-22444263 台中市北屯區平田里遼陽五街25號一樓

中部 布佬廚房 餐館業 04-22606618 台中市北屯區和平里和祥路一段121號1樓

中部 飛躍體育用品 體育用品 04-24375558 台中市北屯區水景里東山路一段156號1樓

中部 德周TV GAME 大眾店 遊戲軟體零售、電子遊樂器 04-24227167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69號1樓

中部 樹太老 便當及定食 04-22606618 台中市北屯區平田里文心路四段813號

中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逢甲大學第一校區行政大樓一樓西南側空間)

中部 江記永安囍餅有限公司中港營業處 囍餅、糕餅零售批發 04-23155070 台中市西屯區何安里臺灣大道2段936號1樓

中部 起家雞 韓式料理 02-25717500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51號

中部 森山柏林 芬香精油、木製生活器皿販售 04-23587889 台中市西屯區玉成路12號

中部 GAME休閒館 遊戲機 049-2720599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086號1樓111櫃

中部 摩曼頓 鞋類、運動用品、器材零售等 04-36090237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

中部 京美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養品 04-2359931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5路3號2樓

中部 伯達商旅 旅館.餐飲業 04-27068111 台中市西屯區上墩路1號

中部 天可汗東北酸菜白肉鍋 酸菜白肉鍋 04-23158829 台中市西屯區何福里太原路一段249號1樓

中部 樹太老 日式定食 04-22606618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九街237號

中部 丞慶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修理、零售 04-24720717 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570號

中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資訊服務 04-24523305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19號3樓

中部 癮廚燒烤店 燒烤、飲料販售 04-23277431 台中市西屯區何南里東興路三段393號1樓

中部 鴻宇光學科技有限公司 天文望遠鏡 02-27332345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二段968號1樓

中部 斯曼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心分公司 美體美容服務 04-23116688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3段358、3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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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長野車業 汽機車零配件百貨 02-25920088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3段198號

中部 GAME軟體世界休閒館 遊戲機 04-23145284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96-1號1樓

中部 台灣達富汽車有限公司 汽車修護 04-23553166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5段224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逢甲營業所 補習班 04-27060608 台中市西屯區西墩里黎明路三段321號3樓

中部 帕帕咪雅飲食店 義大利麵 04-23286034 台中市西屯區東興路3段412之1號1樓

中部 名媛著物 精品服飾 04-24628556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28巷50號1樓

中部 達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器 04-23595511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5路51號

中部 大相歐洲家具燈飾有限公司 傢俱、家庭擺品、家用設備零售商 04-23179999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里臺灣大道三段56號

中部 曜 炭火 食帶 餐館業 04-24731257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372號1樓

中部 丞慶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南屯服務中心 汽車修理、零售 04-23581555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1路17號

中部 樹太老公益店 豬排定食 04-22606618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36之1號

中部 純真秀生技有限公司 化妝品批發零售 04-22520959 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421號

中部 府昕設計家具 家具、寢具、廚具及裝飾品批發零售 05-3709889 台中市南屯區新生里向上路3段530號

中部 玟嘉精品生活館 寢具飾品批發及買賣 04-23228435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里大墩十一街186號1樓

中部 北澤壽喜燒 小吃、餐廳 04-22606618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36號

中部 拓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店〉 淨水設備批發零售 04-23282088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473號

中部 雲平精品旅館 旅館.餐飲業 04-23925555 台中市太平區新興路106號

中部 鉅益汽車修配廠 汽車修理、零件配備批發、零售。 04-24837898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里大里二街88號

中部 沛美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妝品製造業 04-24962031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361號

中部 北澤大里 定食及壽喜鍋 04-22606618 台中市大里區新里里德芳南路470號

中部 國城童車有限公司 嬰兒床、手推車、學步車 04-24068499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411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朝陽營業所 補習班 04-23309636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路87之14號

中部 三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專賣店，如特產店、健康食品商店、咖啡店、蔬果店及便利商店 04-23319939 台中市霧峰區南勢里峰東路268號

中部 GAME休閒館-豐原家樂福店 電子遊樂器、遊戲軟體 04-25153611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00號(家樂福豐原店一樓)

中部 寶藝化妝品╱寶貝一生 化妝品、清潔用品、婦幼清潔用品 04-25320570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三街36號

中部 冠瑋家電企業社 家電維修.零售.安裝等 04-25208211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里永康路211巷81號1樓

中部 德周TV GAME 豐原店 電子遊樂器、娛樂用品零售、遊戲軟體零售 04-25276677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19號1樓

中部 寶林堂眼鏡 鏡架、鏡片裝配加工買賣 04-25238238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76號

中部 微空氣髮型概念館 髮廊 04-25203006 台中市豐原區中興路31號2樓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豐原營業所 補習班 04-25155892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51號5樓

中部 一大文台鐘錶眼鏡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店 眼鏡行 04-25202222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03號1樓

中部 藍寶珍仕女美容生活館 美容業 04-25202126 台中市豐原區自強南街228號1樓

中部 桂梅莊老雪花齋興業有限公司 糕餅業 04-25222713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12巷1號

中部 大文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社 04-25251528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42號1樓

中部 金麗山銀樓 銀樓 04-25248316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16號

中部 承暘汽車商行 汽車維修 04-25565455 台中市后里區南村路333巷42號

中部 佑春醫療器材行 醫療器材零售業 04-25883768 台中市東勢區延平里第一橫街65號一樓

中部 家安動物醫院 動物照顧診療 04-25770889 台中市東勢區新豐街34號

中部 彩衣服飾名店 服飾零售 04-25886557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100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東勢營業所 補習班 04-25870380 台中市東勢區第五橫街13號

中部 喜王化工有限公司 化妝品、清潔用品、婦幼清潔用品 04-25320570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493巷23弄32號

中部 新豐原汽車保養中心 汽車修配及配備零售 04-25357802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3段430號

中部 胖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筆記型電腦專業客製化諮詢維修清潔保養 04-25602393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三段513號1樓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大雅營業所 補習班 04-25667722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4段779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靜宜營業所 補習班 04-26622589 台中市沙鹿區光榮街88號

中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東海分公司 資訊服務 04-26326812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43-1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補習班 04-36017728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43之3號

中部 永晉體育 運動用品、器材、服裝零售 04-26571472 台中市梧棲區雲集街65號1樓、2樓

中部 勝邦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不動產開發租售 04-26270880 台中市清水區民和路二段330號1樓

中部 JSMIX加大尺碼 男、女加大服飾 04-26226508 台中市清水區鎮北街55號

中部 瑪莎拉手工餅舖 手工餅 04-26876578 台中市大甲區大安港路321之1號

中部 大呷麵本家 麵條製造零售 04-26760265 台中市大甲區重義二路153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大甲營業所 補習班 04-26805588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13號3樓

中部 芳林名品店 禮物、卡片、紀念品店 04-26883979 台中市大甲區鎮政路4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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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友誼藥局自強店 藥局 04-7233471 彰化縣彰化市新興里自強路46號

中部 友誼藥局彰化店 藥局 04-7288865 彰化縣彰化市忠孝里辭修路191-2號

中部 成美健康興業有限公司 美容護理保養品零售 04-7273127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77號

中部 德周彰化店 電動玩具遊戲 04-7223483 彰化縣彰化市長樂里中正路2段72號

中部 沙伯迪澳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皮革製品製造零售 04-7262030 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一段21號1樓

中部 喬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國內外團體旅遊、訂房、機票 04-7321421 彰化縣彰化市國聖里中山路三段518巷3號2樓

中部 大尺碼服飾 服飾批發零售 04-7222928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58之1號

中部 泰全輪胎五金有限公司 汽車輪胎批發零售 04-7225432 彰化縣彰化市和調里中山路三段63號

中部 魔髮部屋 接髮片，假髮 02-25706111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59號(彰化彰基店)

中部 宜客單車生活館 單車及零件銷售維修 04-7360926 彰化縣彰化市茄苳路1段167號

中部 台灣知識庫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資訊服務 04-7239550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79號

中部 三民賓館 旅館業 04-7229751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26、228、230號10-12樓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補習班 04-7200055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57號5樓

中部 宗承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汽車買賣維修 05-2910849 彰化縣花壇鄉金墩村中山路一段230-1號

中部 美儷閣 旅館住宿業 04-7870777 彰化縣花壇鄉成功街99號

中部 佳沅菸酒坊股份有限公司 菸酒批發 04-7711968 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鹿和路3段臨440號

中部 昌聖科技有限公司 電腦代理經銷買賣及維修 04-7751108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青雲路14號

中部 婕比時尚造型坊 髮型設計 04-7775857 彰化縣鹿港鎮鹿草路一段265號

中部 台灣玻璃館 玻璃器皿 04-8991217 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鹿工南四路30號

中部 丹妮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妝品 04-7750642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東隆路247號

中部 全師傅美食創意料理館 餐館業 04-7576117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德美路112號

中部 香榭花漾美妍館 美容保養及化妝品零售 04-7566087 彰化縣和美鎮山犁里道周路293號

中部 友誼藥局和美店 中西藥局 04-7550866 彰化縣和美鎮仁化路147、149號

中部 QSHION 體育用品批發買賣 04-7556111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334號

中部 和耘服飾店 女裝、女用配件店 04-7579767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282號1樓

中部 曼黛瑪璉 女性內衣 04-7555935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82號

中部 新統意饕宴 中式餐飲 04-7555688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臨788號

中部 彰揚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寢具買賣 04-7983978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一段69號

中部 友誼藥局 藥局 04-7980591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路15號

中部 昱隆商行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04-8368600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51號

中部 第一文理補習班 英語科.理化科短期補習班、安親班 04-8370123 彰化縣員林市合作街42號1-2樓

中部 盛發鞋行 買賣業：鞋類零售 04-8393577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光明街311號

中部 菲芃衣舍 經營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04-8334153 彰化縣員林市東和里萬年路2段91號

中部 Uoton 冷凍調理食品、飲料、食品什貨批發零售業， 04-8395589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至善街198號1樓

中部 麗寶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外旅遊服務、代訂機票飯店及出國簽證業 04-8383005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萬年路2段39號1樓

中部 魔髮部屋-員林中山門市 假髮類 04-8338877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76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員林營業所 補習班 04-8379900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47-2號

中部 韋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保養美容 04-8349200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524號

中部 阿秀羊肉有限公司 羊肉爐等 04-8814619 彰化縣溪湖鎮長青街15、17、19號一樓

中部 射手座服飾店-non stop 服裝零售 04-8850493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員鹿路三段180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溪湖營業所 補習班 04-8001736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223號

中部 采辰行銷社 電動自行車 04-8523576 彰化縣大村鄉村上村中正西路51號1樓

中部 巨鑫國際企業社 日用品百貨批發零售 04-8521864 彰化縣大村鄉過溝村員大路11-1號

中部 日安國際旅行社 國內外旅遊服務、代訂機票飯店及出國簽證業 04-8538855 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331-3號1樓

中部 千巧谷烘焙工場 麵包糕點飲品販售 05-6969845 彰化縣田中鎮北路里復興路726號

中部 襪仔王觀光工廠 觀光襪廠 04-8749909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3段440巷16弄1號

中部 日月潭建設有限公司 不動產銷售業 049-2236979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541號

中部 小興苑 文創藝品 04-92357868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路121號

中部 寧兒服飾店 服飾、鞋子、帽子、配件 09-23693553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16號一樓

中部 佳嘉慶開發有限公司 建材零售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賃業 049-2236979 南投縣南投市文化路48號

中部 豪旺角 糕餅食品什貨、咖啡、茶葉等批發零售 049-2292396 南投縣南投市八德路438號

中部 達人頂級美車工坊 汽車鍍膜塗層施工、洗車套餐美容鍍膜施工項 049-2203388 南投縣南投市龍井街32號

中部 執小執內衣衣坊 內衣及服飾 049-2206878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332號1樓

中部 芙蓉精品店 服飾 049-2317161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西路1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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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營業所 補習班 04-92248727 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43號

中部 媚爾麗 內衣服飾批發 06-2059690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3號

中部 丞創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陶瓷等文創手工藝品 04-25345669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74號1樓(工藝資訊館)

中部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牙科門診 內、外、婦、小兒、骨、牙、眼、新陳代謝等 049-2358151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中部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內外婦小兒骨牙眼新陳代謝 049-2358151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0號

中部 鋇特髮型美容 剪髮、染髮、燙髮 049-2305974 南投縣草屯鎮和平里和興一街24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草屯營業所 補習班 04-92311517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99號

中部 智基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埔里營業所 補習班 04-92993228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2段343號1樓

中部 清境珂之幄山莊 民宿 049-2802388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206-11號

中部 蟬說雅築 大眾溫泉浴池、湯屋、餐館 049-2702310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30號

中部 藝芳茶葉行 茶葉、博美幼犬買賣 049-2622429 南投縣竹山鎮山崇里南雲路6-72號

中部 貓頭鷹森林民宿 觀光民宿 049-2623543 南投縣竹山鎮山崇里山崇巷27-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