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fone 新年活動 (全省直營及233店加盟特約門市)

縣市 加盟特約門市 通訊地址

基隆市 新基隆－安一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119號

台北市 大安－古亭(祐浩)(精質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19號

台北市 內湖－成功(祐浩1)(精質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3段131號

台北市 大直－實踐(暘翊)(精質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18之3號1樓

台北市 中山-錦州(暘翊1)(精質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90號

台北市 文山-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238號

台北市 北投－光明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70號

台北市 文山－興隆(精質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2號

台北市 萬華－龍山寺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19號1樓

台北市 北投－中和(皇家)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97號

台北市 士林－文林(皇家1)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82號1樓

新北市 中和－景平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43號1樓

新北市 新店－民族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64號

新北市 瑞芳-明燈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67號

新北市 三重－中正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7號1樓

新北市 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406號

新北市 新莊－民安西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77號

新北市 三重－集成 新北市三重區集成路26號

新北市 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37號

新北市 新莊－中平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89號1樓

新北市 蘆洲－光華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81號

新北市 林口-文化三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569號

新北市 板橋－國光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90號1樓

新北市 土城-裕生(協訊2)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39號1樓

新北市 新莊－後港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78號

新北市 樹林-立仁(凱旋2)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200號1樓

新北市 中和－員山(撼動)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13號

新北市 中和－興南II(撼動1)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1段187號

新北市 中和－景平II(撼動2)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37號

新北市 中和－景新(撼動3)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98號

新北市 永和－成功(撼動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80號

新北市 永和－中山(撼動5)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190號

新北市 永和－中正(撼動6)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號1樓

新北市 三重-溪尾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17號

宜蘭縣 礁溪－中正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5段39號

宜蘭縣 頭城－民鋒 宜蘭縣頭城鎮民鋒路11號1樓

桃園市 龍潭－北龍(巨匠-1)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村北龍路56號1樓

桃園市 八德－介壽II(巨匠)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1段876號1樓

桃園市 楊梅－埔心(巨匠2) 桃園市楊梅區光華里中興路70號

桃園市 龍潭-中興(巨匠3)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街277號1樓



桃園市 八德－更寮腳(泓億1)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1155號

桃園市 平鎮－和平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208號1樓

桃園市 大溪-崎頂(泓億2)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902號

桃園市 八德－桃鶯(泓億3)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64號

桃園市 中壢－元化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段19號

桃園市 中壢－環中 桃園市中壢區自立里環中東路196號1樓

桃園市 中壢－士校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4段109號

桃園市 桃園－南平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100號1樓

桃園市 桃園－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41號1樓

桃園市 蘆竹－大竹(協訊)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05號1樓

桃園市 桃園-國際(協訊1)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1段1107號1樓

桃園市 中壢－中正(鎧揚)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21號

桃園市 大園－中正東(鎧揚2)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3號1樓

桃園市 新屋－中山(鎧揚3)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316號

桃園市 中壢－龍慈(鎧揚4)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1號

桃園市 中壢－中山東(鎧揚5)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2段100號1樓

桃園市 內壢－忠孝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34號

桃園市 大園－中華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村中華路67號1樓

桃園市 桃園－大業(凱旋1)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1段428號1樓

桃園市 龜山－長庚(凱誠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88號1樓

桃園市 桃園－南華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139號1樓

新竹市 新竹－西大(凱誠) 新竹市北區西門里西大路522號1樓

苗栗縣 通霄－中正 苗栗縣通霄鎮中正路45號1樓

苗栗縣 頭份－中正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45號

苗栗縣 公館－大同(龍成-1)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110號1樓

苗栗縣 後龍－中北(龍成-2) 苗栗縣後龍鎮中北街256之4號1樓

台中市 大雅－民生Ⅱ(弘宣)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2段2號

台中市 大雅－中清(弘宣-1)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4段26號

台中市 豐原－廟東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58號

台中市 大雅－學府(弘宣-2)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1段95號1樓

台中市 豐原－成功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663號1樓

台中市 北屯－崇德(弘宣-4)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3段606號1樓

台中市 烏日－中山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1段449號1樓

台中市 東勢－豐勢(弘宣-5)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74號

台中市 西屯－逢甲(弘宣-6)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69號1樓

台中市 南屯－黎明Ⅱ(智慧王)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311號1樓、313號1樓 

台中市 太平－中山II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4段85號1樓

台中市 太平－中山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3段156號1樓

台中市 外埔－甲后(智慧王-1)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369號1樓

台中市 后里－三豐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981號1樓

台中市 大甲－蔣公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34號

台中市 北屯－北屯Ⅱ(澤源)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8號1樓

台中市 北屯－昌平(澤源-1)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1段105之7號1樓

台中市 太平－太平(達歆)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590號1樓



台中市 太平－太平Ⅱ(達歆-1)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356號1樓

台中市 大里－中興V(達歆-2)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350之1號1樓

台中市 北區－漢口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4段35號1樓

台中市 霧峰－中正(達歆-3)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093號1樓

台中市 西屯－大墩(哈拉網)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875號1樓

台中市 南區－復興Ⅲ(哈拉網-5)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1段439號1樓

台中市 中區－中正(哈拉網-7)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1段558號1樓

台中市 清水－中山(龍成)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03號

台中市 神岡－昌平 台中市神岡區昌平路五段482號1樓

台中市 龍井－中央(龍成-3)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3段34號1樓

台中市 北屯－松竹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2段182號1樓

台中市 北屯－東山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1段156之3號1樓

台中市 烏日－光日(精質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2段209號1樓

台中市 大里－中興Ⅲ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1段297號1樓

台中市 大里－成功(邦喬)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1號1樓

台中市 大里－內新(邦喬-1)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534號

台中市 潭子－中山(邦喬-2)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2段432號1樓

彰化縣 田中－中州(智慧王-3)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1段72號1樓

彰化縣 埔心－公所(智慧王-4)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2段368號1樓

彰化縣 員林－三民東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388號

彰化縣 和美－彰美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6段105號1樓

彰化縣 彰化－彰南(精質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1段332號1樓

彰化縣 北斗－中華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67號1樓

彰化縣 彰化－曉陽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77號1樓

彰化縣 彰化－中正III(精質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148號1樓

彰化縣 北斗－斗苑(頂鑫)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80號

彰化縣 員林－中正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658號1樓

彰化縣 永靖－瑚璉Ⅱ(頂鑫-1)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129號1樓

彰化縣 社頭－員集(頂鑫-2)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2段259號

南投縣 南投－三和三(智慧王-2)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61號1樓

南投縣 名間－南雅(智慧王-5)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149之3號1樓

南投縣 草屯－中山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148號1樓

南投縣 竹山－集山(智慧王-6)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3段846號1樓

南投縣 水里－中正(智慧王-7) 南投縣水里鄉中正路70號1樓

南投縣 埔里－中山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2段306號1樓

南投縣 仁愛－霧社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138號1樓

雲林縣 西螺－中山Ⅱ(哈拉網-3)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03號1樓

雲林縣 斗六－民生南(哈拉網-11)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46號1樓

雲林縣 林內－中正 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534號

雲林縣 虎尾－林森(精質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2段264號

嘉義市 嘉義－興業西(欣達文西)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272號

嘉義市 嘉義－民族III(鑫明達3)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35號1樓

嘉義縣 中埔－中山(鉅廷3) 嘉義縣中埔鄉和興村中山路5段901號1樓

嘉義縣 民雄－建國(超訊)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1段59號

嘉義縣 水上－中興(超訊)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興路310.312號1樓



嘉義縣 太保－中山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1段600號1樓

嘉義縣 新港－中山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129之1號1樓

嘉義縣 大林－中正(金格)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524號

嘉義縣 梅山－中山(金格2) 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中山路159號1樓

嘉義縣 民雄－頭橋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3段161號1樓

嘉義縣 竹崎－灣橋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灣橋322號

台南市 歸仁－中山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2段249號

台南市 台南－仁和(太古)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108-1、108-2號

台南市 台南－東寧II(太古2)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474號1樓

台南市 台南－金華(太古3)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2段451號1樓

台南市 台南－文賢(太古4)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258號1樓

台南市 永康－中山北(太古6) 台南市永康區永康里中山北路9號1樓

台南市 善化－中山(金鈴) 台南市善化區光文里中山路226之1號

台南市 善化－中正(金鈴2)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410號

台南市 佳里－光復(鉅廷5)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198之1號1樓

台南市 新市－仁愛 台南市新市區仁愛街324號1樓

台南市 新化－中山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85號1樓

台南市 六甲－中山(山豪) 台南市六甲區中山路55號1樓

台南市 新營－中山(山豪2)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39號1樓

台南市 白河－中山(欣達文西2) 台南市白河區白河里中山路104號1樓

台南市 麻豆－中山(欣達文西3) 台南市麻豆區新建里中山路157之2號1樓

台南市 台南－府前（欣達文西4)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1段423號

台南市 關廟 －中山(欣達文西5) 台南市關廟區關廟里中山路2段137之2號1樓

台南市 學甲－中山(欣達文西6) 台南市學甲區中山路101號1樓

台南市 西港－中山(欣達文西7) 台南市西港區中山路328號1樓

台南市 新營－三民II(鑫明達)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91之4號1樓

台南市 鹽水－中正(鑫明達2) 台南市鹽水區中境里中正路44號1樓

高雄市 三民－大昌(太古5)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92號1樓

高雄市 茄萣－仁愛(太古7)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3段150號1樓

高雄市 鳥松－學堂(金鈴3)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32號1樓

高雄市 旗山_延平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72號

高雄市 梓官－和平(金華都) 高雄市梓官區和平路320號

高雄市 鳳山－青年(金華都2)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326號1樓

高雄市 岡山－壽天(金華都3)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81號1樓

高雄市 旗山－延平II(國達)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86號1樓

高雄市 美濃－中正(國達2)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1段51號1樓

高雄市 左營－華夏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06號1樓

高雄市 仁武－中正(奕將)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3號1樓

高雄市 鼓山－內惟(奕將2)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29號

高雄市 林園－東林西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里東林西路168號1樓

高雄市 鳳山－五甲一(均羿)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84號1樓

高雄市 小港－金府(均羿2)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95號1樓

高雄市 高雄－大寮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2號

高雄市 前金－中華三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2號

高雄市 湖內－保生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159號1樓

高雄市 苓雅－建國一(承享)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14號1樓



高雄市 楠梓－軍校(承享2)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95號1樓

高雄市 鹽埕－五福四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29號1樓

高雄市 大社－中山(明谷4)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5號1樓

高雄市 仁武－八卦寮(明谷5)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之5號1樓

高雄市 大社－中山II(明谷8)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8號

高雄市 楠梓－建楠(明谷10)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4號

高雄市 鳳山－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92號1樓

高雄市 前鎮－一心(達鈴)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94號1樓

高雄市 鳳山－凱旋(達鈴2)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46號1樓

高雄市 鳳山－中山東II(達鈴3)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6之6號1樓

高雄市 新興－林森II(達鈴4)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10號

高雄市 左營－重和(達鈴5)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15號

高雄市 楠梓－後勁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52號1樓

高雄市 路竹－中山II(彥傑)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32號1樓

高雄市 阿蓮－忠孝(彥傑2)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99號

高雄市 楠梓－德賢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48號1樓

高雄市 大樹－久堂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170號1樓

高雄市 左營－左營II(精質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91號

高雄市 三民－鼎山(倚盟)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41號1樓

高雄市 三民－陽明(倚盟2)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99號1樓

高雄市 楠梓－後昌(倚盟3)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59號

高雄市 仁武－仁雄(倚盟5)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05號1樓

高雄市 三民－博愛一(精質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90號

高雄市 鼓山－西子灣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1號1樓

高雄市 岡山－前峰(精質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99號1樓

高雄市 鳳山－五甲三(騰盟2)(精質店)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80號1樓

高雄市 橋頭－隆豐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09號1樓

高雄市 鳳山－光遠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38號1樓

高雄市 鳳山－中山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6、228號1樓

高雄市 前鎮－草衙(弘晟)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65號1樓

高雄市 高雄－旗津(弘晟2)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47號1樓

高雄市 三民－天祥(高賢)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5號

高雄市 岡山－岡山(高賢2)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96號1樓

高雄市 燕巢－中民(高賢3)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里中民路674之1號

高雄市 小港－漢民(高賢4)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44號1樓

高雄市 梓官－中崙(高賢5)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33.235號

高雄市 鳳山－大明(高賢6)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16號

高雄市 前鎮－瑞隆(高賢7)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85號1樓

高雄市 梓官－蚵寮(高賢8)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96之2號1樓

高雄市 中庄－鳳屏(高賢9)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54號1樓

高雄市 林園－林園北(高賢10)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76號1樓

高雄市 左營－華夏II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63號1樓

屏東縣 潮州─新生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6號

屏東縣 東港─中正 屏東縣東港鎮頂新街2號

屏東縣 屏東－華正(明谷) 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190號

屏東縣 屏東－民生II(明谷2)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63之1號



屏東縣 屏東－博愛(明谷3) 屏東縣屏東市博愛路336號1樓

屏東縣 屏東－萬丹(明谷7) 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萬丹路1段331號1樓

屏東縣 內埔─龍泉 屏東縣內埔鄉原勝路14號1樓

屏東縣 內埔－廣濟(聯豪)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166之1號1樓

屏東縣 屏東－內埔(聯豪2)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68號

屏東縣 屏東－廣東(聯豪3)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1之2號1樓

屏東縣 潮州－建基(聯豪4) 屏東縣潮州鎮建基路185號1樓

屏東縣 屏東－里港(聯豪5) 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里港路55號

屏東縣 枋寮－中山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192號

屏東縣 恆春－省北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26號

屏東縣 鹽埔－新圍 屏東縣鹽埔鄉德協路3之1號1樓

宜蘭縣 礁溪－中正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5段39號

宜蘭縣 頭城－民鋒 宜蘭縣頭城鎮民鋒路11號1樓

澎湖縣 馬公－治平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26號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311號1樓、313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