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店名稱 商店地址 商店電話

 阿瘦-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08-1號 (02)2367-3834

 阿瘦-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72號 (02)2826-5162

 阿瘦-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74號 (02)8991-2910

 阿瘦-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2號 (02)2620-4793

 阿瘦-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60號 (02)2891-6710

 阿瘦-士林二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14號 (02)2831-7724

 阿瘦-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19號1F (02)2592-4289

 阿瘦-古亭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9之1號 (02)2392-7196

 阿瘦-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12號 (02)2990-6530

 阿瘦-蘆洲二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24號1樓 (02)8285-2174

 阿瘦-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21號1樓 (02)2288-5420

 阿瘦-淡北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54號 (02)2629-2562

 阿瘦-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13號 (02)2808-5403

 阿瘦-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49號1樓 (02)2296-3524

 阿瘦-峨嵋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嵋街38號 (02)2331-2757

 阿瘦-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5號 (02)2961-7581

 阿瘦-龍山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18號 (02)2336-3948

 阿瘦-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5號 (02)8982-1729

 阿瘦-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61號 (02)2258-5417

 阿瘦-埔墘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190號 (02)2955-6293

 阿瘦-土城二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66號 (02)8262-7987

 阿瘦-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8號 (02)2242-7190

 阿瘦-江子翠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48號1樓 (02)2250-4166

 阿瘦-博愛店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04號 (02)2311-5480

 阿瘦-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60號 (02)29406232

 阿瘦-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2段103號 (02)2972-4985

 阿瘦-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18號 (02)2266-9116



 阿瘦-延平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90號 (02)2550-5313

 阿瘦-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110號 (02)2425-0298

 阿瘦-花蓮二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00號 (03)835-1840

 阿瘦-宜蘭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02號 (03)931-4286

 阿瘦-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69號 (02)2915-6582

 阿瘦-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生路51-6號 (03)954-3026

 阿瘦-基隆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1號 (02)2428-6846

 阿瘦-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10號 (02)2232-4695

 阿瘦-永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467號 (02)2923-0028

 阿瘦-花蓮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66號1樓 (03)833-7981

 阿瘦-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73號 (02)2930-1171

 阿瘦-萬芳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61號 (02)2934-2802

 阿瘦-智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70號 (02)2947-9062

 阿瘦-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00號 (02)2711-8748

 阿瘦-雙連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25號 (02)2531-8772

 阿瘦-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40號 (02)2793-2473

 阿瘦-民權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48號1F (02)2504-3715

 阿瘦-信義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190號 (02)2322-5457

 阿瘦-永春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12號 (02)23465027

 阿瘦-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30號 (02)2511-4535

 阿瘦-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1-1號 (02)2630-7139

 阿瘦-科技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87號 (02)2754-1398

 阿瘦-吳興店 台北市吳興街249號 (02)2720-3686

 阿瘦-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23號 (02)2692-1395

 阿瘦-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15號 (02)2579-5897

 阿瘦-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23-1號1樓 (02)2755-4166

 阿瘦-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13號1樓 (02)2761-6445

 阿瘦-桃園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127號 (03)331-1428



 阿瘦-桃三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1202號 (03)356-1780

 阿瘦-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98號 (02)2203-7092

 阿瘦-桃八店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一段981號 (03)377-7542

 阿瘦-南崁店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219號 (03)312-6073

 阿瘦-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5號1樓 (02)2681-5945

 阿瘦-樹二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46號1樓 (02)2686-7186

 阿瘦-桃二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525號 (03)335-1474

 阿瘦-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56號 (02)2601-9426

 阿瘦-大有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588號1樓 (03)316-2860

 阿瘦-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74號 (02)2674-7972

 阿瘦-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32號1樓 (03)386-9026

 阿瘦-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58號 (03)522-9798

 阿瘦-中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新生路72號 (03)422-4886

 阿瘦-中壢二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20號 (03)4276995

 阿瘦-竹北二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70號 (03)558-4428

 阿瘦-新竹三店 新竹市東區復興路38號 (03)526-0795

 阿瘦-新竹二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75號 (03)577-5933

 阿瘦-龍潭店 桃園縣龍潭鄉北龍路216號 (03)470-9449

 阿瘦-楊梅店 桃園縣楊梅鎮大成路113號 (03)478-6031

 阿瘦-苗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840號 (037)335-327

 阿瘦-湖口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1號1樓 (03)590-7215

 阿瘦-竹東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17號 (03)594-0237

 阿瘦-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413號 (03)551-1756

 阿瘦-內壢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華路1段213號 (03)451-9725

 阿瘦-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76號1樓 (037)688-074

 阿瘦-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67號 (037)483-831

 阿瘦-新豐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27號 (03)557-9268

 阿瘦-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58號 (04)2522-8368



 阿瘦-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59號 (04)2232-1487

 阿瘦-豐原二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46號 (04)2515-5720

 阿瘦-台中店 台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189號1樓 (04)2222-5397

 阿瘦-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74號 (04)2320-6380

 阿瘦-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1207號 (04)2565-3077

 阿瘦-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永福路163號 (04)2461-9495

 阿瘦-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456號1樓 (04)2486-4226

 阿瘦-向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977號 (04)2381-8150

 阿瘦-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76號 (04)2333-4838

 阿瘦-潭子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266號 (04)2535-7053

 阿瘦-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642號 (04)2275-1420

 阿瘦-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8-2號 (04)2317-2536

 阿瘦-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227號 (04)2301-5174

 阿瘦-員林二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一段815號 (04)836-7829

 阿瘦-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38號 (04)727-7612

 阿瘦-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366號 (04)837-1052

 阿瘦-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43號 (04)2688-0539

 阿瘦-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62號 (04)2663-2146

 阿瘦-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5段334號1樓 (04)757-1713

 阿瘦-曉陽店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99-1號 (04)728-4425

 阿瘦-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3段290號旁 (04)885-8526

 阿瘦-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32號 (04)888-8319

 阿瘦-清水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43-1號 (04)2622-6171

 阿瘦-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47號1樓 (049)299-2597

 阿瘦-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16號 (04)784-1209

 阿瘦-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02號 (049)220-8473

 阿瘦-彰化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47號 (04)727-9793

 阿瘦-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131號 (037)868-380



 阿瘦-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2段336號 (049)235-6125

 阿瘦-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91號 (05)228-6349

 阿瘦-嘉義二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13號 (05)225-9807

 阿瘦-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15號 (05)533-9175

 阿瘦-垂楊店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523號 (05)283-8559

 阿瘦-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14-1號 (06)632-8548

 阿瘦-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39-8號 (05)370-1494

 阿瘦-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69-1號 (05)782-2210

 阿瘦-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02號 (05)636-4283

 阿瘦-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259號 (06)721-0804

 阿瘦-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路89號 (05)226-9676

 阿瘦-麻豆店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49號 (06)571-7463

 阿瘦-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73號 (05)595-1820

 阿瘦-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84號1F (06)581-2755

 阿瘦-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71號1樓 (05)586-5973

 阿瘦-台南二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86號 (06)228-0276

 阿瘦-台南一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243號 (06)220-8329

 阿瘦-崇明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299號 (06)2679-942

 阿瘦-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92號 (07)624-5470

 阿瘦-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64號 (07)662-8192

 阿瘦-永康一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03-3號 (06)205-4037

 阿瘦-後昌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50號1樓 (07)364-6553

 阿瘦-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54號 (07)354-0908

 阿瘦-歸仁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段591號 (06)330-0881

 阿瘦-東寧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11號 (06)274-7975

 阿瘦-永康二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48號 (06)313-3153

 阿瘦-海佃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170號 (06)350-4392

 阿瘦-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07)585-2513



 阿瘦-開元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400號 (06)275-7693

 阿瘦-屏東三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307號 (08)732-6564

 阿瘦-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8-1號 (07)799-2238

 阿瘦-大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3號 (07)321-8028

 阿瘦-明誠一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48-1號 (07)341-4483

 阿瘦-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67號 (082)373-980

 阿瘦-明誠二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77號 (07)558-6022

 阿瘦-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178號 (08)832-6771

 阿瘦-鳳山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2-1號 (07)740-5804

 阿瘦-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72號 (08)7894553

 阿瘦-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5號 (07)777-5494

 阿瘦-台東二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223號 (089)348-230

 阿瘦-台東一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1段454號 (089)347-720

 阿瘦-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60-1號 (06)927-4720

 阿瘦-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8-3號1樓 (07)374-7302

 阿瘦-屛廣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613-2號 (08)737-8330

 阿瘦-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95號 (07)215-7723

 阿瘦-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0號 (07)338-2472

 阿瘦-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27號1樓 (07)812-7936

 阿瘦-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32號 (07)3811081

 阿瘦-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44號 (07)227-1938

 阿瘦-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2號 (07)531-8426

 阿瘦-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01號 (07)383-0902

 阿瘦-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78號 (07)802-5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