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線所站配區一覽表

花蓮 29 花蓮市、吉安鄉

花蓮 29 新城鄉、壽豐鄉

花蓮 29 光復鄉、鳳林鄉、萬榮鄉

花蓮 29 秀林鄉

花蓮 29 豐濱鄉 週二、五

花蓮 29 豐濱鄉：大港口/立德村/港口村/靜浦村 週二、五 ●貨件需於配送日前一天到站

花蓮 29 壽豐鄉：水璉村/鹽寮村 週二、五

花蓮 29 秀林鄉：富世村/天祥/文蘭村/銅門村 週一、四

花蓮 29 秀林鄉：和中村/和平村/和仁村/崇德村 週一、三、五

花蓮 29 壽豐鄉月眉村 週一

花蓮 29
秀林鄉：奇萊/龍澗/盤石/檜林/關原/西寶/關

原/西寶/文山/新白楊/碧緣/中橫公路沿線。

花蓮 29 大鹿 吉安鄉南海八街170號

花蓮 29 自強外役監獄 花蓮縣光復鄉大全村建國路自強新村1號

花蓮 29 花蓮看守所 花蓮市美崙日新崗1號

花蓮 29 花蓮監獄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安路６段700號

玉里 30 富里鄉：永豐村/豐南村 週一、四

玉里 30 卓溪鄉：崙山村/立山村/太平村 週三、六

玉里 30 瑞穗鄉：奇美村 週一

玉里 30 玉里鎮、富里鄉、 瑞穗鄉、卓溪鄉

玉里 30 長濱鄉

玉里 30 成功鎮

玉里 30 長濱鄉：八仙洞/長光/城仔埔

玉里 30 長濱鄉：三間村/忠勇村/南溪村/樟源村

羅東 28 羅東鎮、冬山鄉、五結鄉

羅東 28 蘇澳鎮、三星鄉

羅東 28 蘇花公路５段

羅東 28 三星鄉員山村泰雅路 週一、三、五

羅東 28 宜蘭監獄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３段365巷安農新村1號

羅東 28 大同鄉 週一、三、五

羅東 28 蘇澳鎮：東澳里/南強里/朝陽里

八仙路、大通路、東澳路、南強路、南澳南路、南澳

路、建國路、娜娘路、海岸路、烏石鼻、砲台山、粉鳥

林、朝陽路、蘇峰路

羅東 28 蘇花公路２段2號起～４段

羅東 28 南澳鄉

羅東 28 南澳鄉：金岳村/碧侯村/武塔村

羅東 28 蘇花公路１段～２段1號止

羅東 28 南澳鄉：澳花村/金洋村

羅東 28 大同鄉：太平山/明池山莊

羅東 28 親水公園 五結鄉親河路２段2號

羅東 28 潤泰水泥 冬山鄉大安路357號

羅東 28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五結鄉五濱路２段201號

羅東 28 信大水泥 蘇澳鎮中山路２段235號

羅東 28 台灣水泥 蘇澳鎮永昌路46號

羅東 28 益發工業 蘇澳鎮龍祥五路5號

羅東 28 正隆紙業 蘇澳鎮自強路1號

羅東 28 蘇澳港海軍基地 蘇澳鎮埤岸路

宜蘭 27 宜蘭市、員山鄉、礁溪鄉、頭城鎮、壯圍

宜蘭 27 員山鄉：中華村/粗坑/冷水坑

宜蘭 27 頭城鎮：大溪里/更新里/濱海路３～７段

宜蘭 27 頭城鎮：大里里/石城里

宜蘭 27 員山鄉雙埤路 週一

宜蘭 27 礁溪高爾夫球場 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56號

宜蘭 27 新元發 宜蘭市東港路22-39號

宜蘭 27 創興 宜蘭市光復路125號

宜蘭 27 台旭公司 礁溪鄉育英路160巷3號

宜蘭 27 晟淼 宜蘭市東港路6-76號

宜蘭 27 遠東紡織 礁溪鄉礁溪路６段49號

宜蘭 27 台麗公司 礁溪鄉漳福路155號

基隆 1 基隆市

基隆 1 七堵區：大華二路/大華三路/大同街/大成

基隆 1 新北市瑞芳區其他

基隆 1 基隆市：八斗子/基金三路/武聖街/武隆街

基隆 1 基隆看守所 基隆市崇法街64號

基隆 1 基隆監獄 基隆市東光路199號

基隆 1 金山區、萬里區

基隆 1 瑞芳區：九份/金瓜石/猴硐/濱海…等地區

基隆 1 新北市：平溪區、貢寮區、雙溪區

基隆 1 山海觀社區 基隆市觀海街

基隆 1 陽明貨櫃場 基隆市中山四路１號

基隆 1 台基貨櫃、萬海貨櫃 基隆市中山四路28號

基隆 1 基隆港 基隆市中正區

基隆 1 金山寺 基隆市金山街52號

基隆 1 台陽貨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51號

基隆 1 中華貨櫃 基隆市七堵區八德路3-1號

基隆 1 長春貨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96號

基隆 1 尚志貨櫃、國成貨櫃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12號

基隆 1 聯興貨櫃 基隆市中正區東海街1-5號

基隆 1 弘貿貨櫃 瑞芳區楓仔瀨路12號

基隆 1 慈音寺 新北市瑞芳區大寮路63巷11號

基隆 1 大宇貨櫃 瑞芳區楓仔瀨路10號

基隆 1 中央貨櫃 瑞芳區楓仔瀨路36號

馬祖 39 南竿鄉、北竿鄉、東引鄉、莒光鄉 海運開船日：每週三、六

馬祖 39 南竿鄉、北竿鄉、東引鄉、莒光鄉 空運貨件；每筆≦2件，每件≦20公斤&3才

松山 4 汐止區

松山 3 松山區、南港區、中山區、信義區、內湖

松山 4

汐止區：忠一街/忠二街（白馬山莊）/忠三

街（瓏山林）/東勢街（中研苑、白雲山

莊）/汐碇路

配送週期 備註說明所站 簡碼 區域



松山 4
汐止鎮：八連路３段（老人山莊/老人療養

院）

松山 4
汐止鎮：長青街/汐萬路３段（國軍示範公

墓）

松山 3 統一時代百貨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8號。

未配貨件：.長+寬+高大於250㎝者。 .長、寛、高任

一單邊長度大於170㎝公分者。 .每件重量逾45㎏者。

松山 3 台北南山廣場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

站止未配貨件規格：

1.長、寬、高任一單邊逾170㎝者。

2.單件長+寬+高逾250㎝者。

3.單件重量逾45㎏者。

松山 3 遠東企業中心 台北市敦化南路２段201號

松山 3 南港軟體科學園區 台北市三重路19-1～24號

松山 3 國貿大樓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1段333號

松山 3 富邦媒體ＭＯＭＯ 台北市洲子街90-98號

松山 3 統一大樓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9號

松山 3 振興洋酒 台北市北市長安東路１段65巷3號

松山 3 世貿中心 台北市信義路５段5號

松山 3 元大總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３段225號1F～12F

松山 3 爵士 台北市八德路２段431號

松山 4 圳程洋酒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01巷9號

松山 3 台北１０１大樓
台北市市府路45號

台北市信義路５段7號

松山 3 ＩＢＭ大樓 台北市敦化南路１段2號

松山 3 松山機場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9號

松山 3 台塑大樓 台北市敦化北路201號

松山 3 大同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３段22號

松山 3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松山 3 台北醫學院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

松山 3 圓通巖 台北市中山北路４段1弄3號

松山 4 新隆貨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１段159號

松山 4 中國貨櫃 汐止區大同路３段275號

松山 4 長榮貨櫃/長邦貨櫃 汐止區大同路３段264號

松山 4 環球貨櫃 汐止區大同路３段585號

松山 4 東亞貨櫃 汐止區大同路３段338號

新店 5 新北市新店區、台北市文山區

新店 5 深坑區、文山區萬壽路

新店 5 新店區：安詳路/黎明路/達觀各路/花園新

新店 5 石碇區、坪林區、烏來區

新店 5 烏來區：信義里/孝義里/福山里 週一、四

新店 5

新店區：大榮路/北宜路３段/禾豐路/松林

路/直潭路/青山路/華城路/華城一～三路/新

烏路３段/新潭路/銀河路/灣潭路/廣興里/秀

新店 5 文山區指南路３段單99.雙30號起

新店 5 文山區指南宮、烏來區福山村

新店 5 台灣通用電子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3號

新店 5 智寶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弄2號3F

新店 5 挪威森林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5號

新店 5 國道 石碇服務區 新北市石碇區豐林里楓子林62號

新店 5 新店戒治所 新北市新店區莒光路42號

士林 8 士林區、大同區

士林 8 忠孝西路２段 單號(全)

士林 8 東吳大學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士林 8 士林區：力行街/至善路1～2段/故宮路

士林 8 陽明山前山區域

陽明山：大亨路/中社路/中庸一.二.五路/中華路/仁民路/

平菁街/永公路/仰德大道/至善路3段/和平路/明溪街/東山

路25巷/長生巷/長春街/厚生巷/建業路/格致路/莊頂路/凱

旋路/菁山路/華岡路/陽明路1段(雙)/愛富一～三街/新安路

/新園街/翠山街/劍南路/樂生巷/雞南山路/臨溪路

北投 9 台北市北投區、新北市淡水區

北投 9 北投區：登山路/東昇路 週一、四

北投 9 新北市三芝區

北投 9 新北市石門區

北投 9 陽明山後山區域

陽明山：二指坪/中興路/巴拉卡公路/百六嘎/竹子湖路/車

埕/東昇路/建國街/泉源路/紗帽路/勝利街/湖山路/湖底路/

登山路/陽明路1段(單)/陽明路2段/新生街/

北投 9 榮總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01號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322號

北投 9 振興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號

北投 9 華碩電腦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5號

北投 9 東元電機 新北市淡水區興仁路9號

北投 9 和信醫院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5號

板橋 6 新北市：板橋區、土城區

板橋 6 全家福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１段326～330號

板橋 6 黃燕雪 新北市土城區石門路100號

板橋 6 聲寶電器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55號

板橋 6 正隆紙業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１段1號

板橋 6 亞東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２段21號

板橋 6 遠東紡織/遠東製衣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326～330號

板橋 6 巧玲瓏 新北市板橋區新興路1號

板橋 6 景德製藥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２段104號

板橋 6 士林看守所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33號

板橋 6 少年觀護所 新北市土城區石門路4號

板橋 6 台北看守所 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2號

中和 7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區

中和 7 光寶電子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90號

中和 7 巨龍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３段47巷8號

中和 7 台灣松下電器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79號

中和 7 翰林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36號

三重 10 台北市：大安區、中正區、萬華區

三重 12 新北市：三重區

三重 10 台北市忠孝東路１、２段



三重 10 台北市忠孝西路２段雙號(全)

三重 10 台北市忠孝西路１段

三重 12 湯城工業區 三重區重新路５段609巷(全)

三重 10 富邦金控 台北市仁愛路４段169號10Ｆ

三重 10 三創園區 台北市市民大道３段２號

三重 10 遠企 台北市敦化南路２段203號Ｂ2

三重 10 華山文創 台北市八德路１段１號

三重 10 西寧市場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三重 10 富民市場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八里 14 新北市：八里區、五股區、蘆洲區

八里 14 八里區渡船頭街

八里 14 焚化廠 新北市八里區下罟子65號

八里 14 全國電子統倉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55號

八里 14 台北港 新北市八里區下竹圍７號起(商港36)

八里 14 污水廠 新北市八里區博物館路90號

樹林 15 新北市樹林區

樹林 15 樹林區柑園地區

樹林 15 新北市三峽區

樹林 15 三峽區：有木里/插角里/五寮里

樹林 15 南亞光電 新北市樹林區味王街55號

樹林 15 陳木水 新北市三峽區紫微路41號

樹林 15 大同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溪東路352號

泰山 16 新北市：泰山區、新莊區

泰山 16 大眾電腦/元國/南亞林口廠 新北市泰山區大科路100號

桃園 18 八德區

桃園 17 桃園區、龜山工業區

桃園 18 大溪鎮、鶯歌區

桃園 18 崁津部落 桃園市大溪區瑞興里

桃園 18 大溪區：新峰里/復興里

桃園 18 復興區：三民里/澤仁里

桃園 18
復興區：羅浮村/奎輝村/長興村/高義村/華

陵村/三光村/義盛村/霞雲村。

桃園 18 中華映管 八德區大湳里和平路1127號

桃園 18 全台物流 大溪區松樹21-6號

桃園 18 貿聯倉儲 八德區中華路641號

桃園 18 太平洋電線電纜 大溪區仁和路２段269號

桃園 18 慈湖 桃園市大溪區福里安里

桃園 18 屏榮食品 大溪區松樹腳２１－８號

桃園 18 百及物流 鶯歌區福德一路１號

桃園 18 蓮座山觀音寺 大溪區瑞安路２段４８巷２８號

桃園 17 桃園監獄 桃園市桃園區延壽街１５８號

南崁 19 蘆竹區

南崁 19 大園區

南崁 19 美好家庭 蘆竹區海山路168號

南崁 19 ＶＩＶＡ 蘆竹區海山路163號

南崁 19 森森倉 蘆竹區五福村油管路１段218號

南崁 19 東森倉 蘆竹區南工路12號

南崁 19 永豐餘紙業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村富國路３段1078號

南崁 19 富邦ＭＯＭＯ倉 蘆竹區南青路1255號

南崁 19 長榮貨櫃 蘆竹區新南路２段100號

南崁 19 永儲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３段932號

南崁 19 遠雄 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101號

南崁 19 惠康統倉 大園區大觀路269號

南崁 19 屈臣氏統倉 大園區國際路一段182號

南崁 19 復興空廚 大園區竹圍村三民路１段538號

南崁 19 正隆紙業
桃園市大園區大工路116號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２段511巷36號

南崁 19 桃園機場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航站北路、航勤南路、航勤

北路

觀音 20 觀音區

觀音 20 新屋區

觀音 20 杜邦公司 觀音區成功路二段566號

觀音 20 大潭電廠 觀音區保生村對面厝15-18號

觀音 20 全聯物流觀音倉 觀音區工業七路10號

觀音 20 永豐餘紙業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村下庄子250號

林口 21 新北市林口區、桃園市龜山區

林口 21 長庚社區.醫院.護專

林口 21 林口區：下福村/太平村/頂福村/瑞平村/嘉

林口 21 中央警官學校 龜山區大崗村樹人路56號

林口 21 秋雨物流 龜山區文化一路71號

林口 21 高聖泰 林口區後湖52-11號

林口 21 廣達 龜山區文化二路211號

林口 21 欣興電子 龜山區山鶯路179號

林口 21 中油桃園煉油廠 龜山區民生北路１段50號

林口 21 新寶(聲寶)科技 龜山區大崗村頂湖路24號

林口 21 中興電工 龜山區文德路25號

林口 21 體育學院 龜山區文化一路250號

林口 21 金士盟 龜山區楓樹村長壽路78號

林口 21 全台物流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1號

林口 21 康國（松青）物流 林口區中湖路47號

林口 21 台北監獄 龜山區宏德新村２號

林口 21 林口三井Outlet

聯運費：3才內／每件40元，超才＄20元

林口區文化三路１段３５６號

站止貨件：1、長＋寬＋高>250㎝。2、單邊長>170㎝。

3、重量>45㎏

中壢 23 中壢區、平鎮區

中壢 23 龍潭區、楊梅區

中壢 23 樂山 龍潭區八張犁55-7號2Ｆ

中壢 23 技嘉 平鎮區南平路215號

中壢 23 唐龍（邱英妹） 平鎮區上海路200號

中壢 23 東元電機 中壢區安東路11號

中壢 23 遠東紡織 中壢區遠東路2號

中壢 23 金車 中壢區榮民南路412號

中壢 23 仁寶(華寶)電腦 平鎮區南東路8號

中壢 23 新隆貨櫃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２段580號



中壢 23 永豐餘紙業 楊梅區高榮里北高山頂41-2號

中壢 23 統一企業 楊梅區民富路１段301號

中壢 23 亞洲化學 楊梅區民富路２段161號

中壢 23 中山科學研究院 週四 龍潭區文化路1000號

中壢 23 中華汽車 楊梅區秀才路618號

中壢 23 中科院：青山廠/龍園廠 週四 龍潭區高平村十股寮8-2號

中壢 23 核能研究所 週四 龍潭區文化路1000號

中壢 23 東海貨櫃/東亞倉儲
楊梅區環東路295號

楊梅區環東路292號(舊址)

中壢 23 中航物流/怡聯貨櫃
楊梅區永美路470號

楊梅區草湳坡下27號(舊址)

中壢 23 國道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里20鄰內定二街998-3號

中壢 23 桃園女子監獄 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６１７號

新竹 26 新竹市、竹北市

新竹 26
竹東鎮、北埔鄉、芎林鄉、湖口鄉、橫山

鄉、新埔鎮、新豐鄉、關西鎮、寶山鄉雙

新竹 26 新竹科學園區

新竹 26 關西鎮金山里

新竹 26 橫山鄉：沙坑村/油羅村/內灣村

新竹 26 寶山鄉（除雙溪村外）

新竹 26 新埔鎮：北平里/鹿鳴里

新竹 26 竹東鎮：瑞峰里/軟橋里/上坪里

新竹 26 新埔鎮：清水里/新北里 週一、三、五

新竹 26
關西鎮：錦山里/玉山里/新力里/新富里/新

桃發電廠
週一、三、五

新竹 26 尖石鄉、五峰鄉

新竹 26 巨城購物中心
聯運費按件：$30元/3才，超才$10元；加計區內送費

新竹市中央路229號

新竹 26 逸昌科技 竹北市新泰路35號4Ｆ

新竹 26 普來利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560號

新竹 26 正隆紙業
新竹市牛埔路305號

竹北市長青路２段300號

新竹 26 南園人文客棧 新埔鎮九芎湖32號

新竹 26 工業技術研究院 竹東鎮中興路４段195號

新竹 26 國道 湖口服務區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竹高屋38-3號（北上）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鳳山崎6-7號（南下）

新竹 26 誠正中學(感化院) 新竹縣新豐鄉德昌街231號

新竹 26 新竹監獄 新竹市延平路１段108號

新竹 26 國道 關西服務區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上三屯14號

新竹 26 新竹看守所 新竹市延平路１段110號

竹南 40 竹南鎮、頭份鎮

竹南 40 竹南科學園區
竹南鎮：科中路、科東１～３路、科西路、科北１～６

路、科研路、科專路、科專１～８路、科學路

竹南 40 廣源科學園區 竹南鎮：仁義路、友義路、科義路、群義路

竹南 40 三灣鄉、造橋鄉

竹南 40 南庄鄉

竹南 40 南庄鄉：東河里/蓬萊里/鹿場 每週一次

竹南 40 峨嵋鄉

竹南 40 獅頭山各廟寺

竹南 40 華夏海灣公司 苗栗縣頭份鎮民族路571號

竹南 40 中國石油化學公司
苗栗縣頭份鎮民族路517號

苗栗縣頭份鎮自強路２段217號

竹南 40 永豐餘紙業 苗栗縣竹南鎮公館里7鄰大埔頂8-1號

竹南 40 神棹山無極玄天大道院 每週一次 苗栗縣三灣鄉大河里21號

苗栗 42 苗栗市、公館鄉、銅鑼鄉、頭屋鄉

苗栗 42 大湖鄉、三義鄉、西湖鄉、後龍鎮

苗栗 42 大湖鄉：小南勢/大南勢/社寮角/香林

苗栗 42 泰安鄉 週二、五

苗栗 42 獅潭鄉 週一、四

苗栗 42 泰安鄉觀霧

苗栗 42 台肥公司 苗栗市福安里福星210號

苗栗 42 長春石油公司 苗栗市文聖里245號

苗栗 42 中油公司 苗栗市中正路140號

苗栗 42 正隆紙業 苗栗縣銅鑼鄉中隆三路10號

苗栗 42 裕隆公司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里伯公坑39-1號

苗栗 42 苗栗看守所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南勢100號

苗栗 42 國道 西湖服務區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埔頂8鄰29號

豐原 45 豐原區、潭子區

豐原 45 石岡區、新社區、東勢區

豐原 45
東勢區：明正里/茂興里/東蘭街195&194號

起/石排巷/永盛巷

豐原 45 卓蘭鎮

豐原 45
石岡區：金星里(下坑巷/頭坪巷)/龍興里(仙

塘坪巷/岡仙巷)

豐原 45 新社區：水井里/崑山里

豐原 45
新社區：中和里/中興街/福興里/永豐/明裕/

美林/頭櫃/二櫃/福民/民化
週一、三、五

豐原 45 和平區、梨山、谷關

豐原 45
東勢區：天冷/中坑坪路/東坑路799號起/東

崎街1~3段/東關路4~5段/慶東里/慶福里/慶

豐原 45 東勢林場 台中市東勢區勢林路6-1號

大甲 46 苑裡鎮、大安區、大甲區

大甲 46 外埔區、通霄鎮

大甲 46 巨瀚科技 台中大甲區順帆路19-5號

大甲 46 巨大機械工業 台中市大甲區順帆路19號

大甲 46 慶大企業社 台中大甲區中山路２段890號

大甲 46 全國高爾夫場 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1鄰1-1號

沙鹿 47 沙鹿區、梧棲區、龍井區、清水區、大肚

沙鹿 47
大肚區：成功里/瑞井里/蔗部里/遊園路１~

２段/太平路/中沙路

沙鹿 47 清水區：海風里/東山里/客庄路/護岸路

沙鹿 47 味丹企業 台中市沙鹿區興安路65號

沙鹿 47 聯華氣體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３段245巷66號

沙鹿 47 王田油庫 台中市大肚區王田里興和路332號

沙鹿 47 興農公司 台中市大肚區中山路111號



沙鹿 47 中美嘉吉 大肚區沙田路３段245巷60號

沙鹿 47 正隆紙業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路532號

沙鹿 47 光田醫院 沙鹿區沙田路117號

沙鹿 47 中龍鋼鐵 龍井區龍昌路100號

沙鹿 47 楓康物流 大肚區中山路35號

沙鹿 47 童綜合醫院
台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8號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８段699號

沙鹿 47 火力發電廠 台中市龍井區龍昌路1號

沙鹿 47 永豐餘紙業 台中市清水區海風里舊庄路22-1號

沙鹿 47 福壽實業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45號

沙鹿 47 福懋油脂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１段453號

沙鹿 47 台中港

碼頭出口貨件需附進倉資料〈航次、船名Ｓ／Ｏ〉

清水區：中橫一～十五路、北橫一～十二路、北一～六

路、中一路、中二路、北堤路、環港北路。

梧棲區：中棲路３段單3/雙4號起、台灣大道１０段單3/

雙4號起、中南一路、中南二路、南堤路。

龍井區：南堤路。

沙鹿 47 全聯物流大肚倉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２段26號

沙鹿 47 合櫃場：利仰/亮國/傳國/盛展/盛順 台中市大肚區中沙路163號

沙鹿 47 國道清水服務區 台中市清水區東山路145號

大屯 49 台中市：西屯區、北屯區

大屯 48 台中市：神岡區、大雅區

大屯 48 后里區

大屯 48 麗寶Outlet Mall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號（聯運費按件每件3才內$40元

，超1才加收$20元）  未配貨件規格：.長+寬+高逾250

公分者。 .單邊長度逾170公分者。 .每件重量逾45公

斤者。

大屯 48 台中(興農)高爾夫球場 台中市大雅區橫山里通山路46號

大屯 49 心之芳庭 台中市北屯區芳庭路1號

大屯 49 世貿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

大屯 49 漢翔航空工業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300-5號

大屯 48 台中科學園區
大雅區：中科路、科雅路、科雅東路、科雅西路、科雅

一～七路、科園路、科園一～三路、科園南路

大屯 49 友達電子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大屯 48 清泉崗軍事基地 需註明單位、人名及連絡電話

大屯 48 友達電子

台中市后里區后科路335號

台中市后里區馬場路1號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14號

大屯 48 正隆紙業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2號

大屯 49 國道 泰安服務區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安眉路113號

台中 51
台中市：西區、南區、南屯區、烏日區、

霧峰區

台中 51 台中監獄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號

台中 51 台中戒治所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3號

台中 51 台中看守所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11號

台中 51 台中女子監獄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3號

台中 51 全台物流 台中市烏日鄉溪南路２段352巷9號

台中 51 台中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１段199號

台中 51 永豐餘紙業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３段546號

台中 51 利台貨櫃 台中市南區工學三街18號

台中 51 成功嶺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17號

台中 51 中山醫院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一路１段110號

中東 52 台中市：東區、北區、中區

中東 52 建國市場
台中市東區建國路240巷

台中市東區武德街(全)

中東 52 軍公教福利中心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３段30號

中東 52 喜徠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132號

中東 52 新時代購物廣場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４段186號

大里 56 台中市：大里區、太平區

大里 56
太平區：中民巷/長龍路１~３段/南國巷1～

91號/新城路/頭汴坑

大里 56

太平區酒桶山區域：大湖巷/山田路/中山巷

/北田路265&256號起/長青巷/長龍路４段起/

南國巷92號起

大里 56 仁愛醫院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83號

大里 56 黃竹國小 台中市太平區竹里路41號

南投 57 南投市、草屯鎮、竹山鎮、名間鄉、芬園

南投 57 集集鎮、中寮鄉

南投 57 鹿谷鄉、水里鄉

南投 57 鹿谷鄉：和雅村/溪頭地區

溪頭街道：米堤街1～30號、和雅路、坪峰巷、林尾巷、

後溝巷、森林巷1～30號、愛鄉路1～100號、興產路75／

60號止。

南投 57 水里鄉：上安村/郡坑村/民和村/興隆村

南投 57 信義鄉

南投 57 寶島時代村 草屯鎮中正路1039號

南投 57 南投看守所 南投市嘉和一路1號

南投 57 國道 南投服務區 南投市南鄉路250巷142弄6號

南投 57 集集鎮：兵整中心 週一、四
集集鎮龍泉巷１５號

集集鎮東勢巷（全）

埔里 58 埔里鎮

埔里 58 魚池鄉

埔里 58 魚池鄉：武登村/頭社村

埔里 58 國姓鄉

埔里 58 仁愛鄉：大同村/春陽村 週一、二、四、五

埔里 58 仁愛鄉：精英村/盧山溫泉 週二、五

埔里 58 仁愛鄉：中正村/南豐村 週一～週五

埔里 58 仁愛鄉：法治村/互助村/新生村 週三、六

埔里 58 仁愛鄉：萬豐村/親愛村/萬大 週四

埔里 58 仁愛鄉：合作村/都達村 週二

埔里 58 仁愛鄉：力行村/發祥村 週一

埔里 58
仁愛鄉：榮興村(松原巷、碧綠巷)/翠華村

(華岡、翠巒路)

埔里 58 涵碧樓 魚池鄉水社里中興路142號



雲林 68
斗六市、斗南鎮、石榴、虎尾鎮、莿桐

鄉、西螺鎮

雲林 68
斗六市湖山里、古坑鄉、大埤鄉、二崙

鄉、土庫鎮、崙背鄉

雲林 68

古坑鄉：山峰村/桂林村/華山村/華南村/華

興村/尖山坑路100號止/石仔坑/圳頭坑/關山/

井水/內館

週一

雲林 68 古坑鄉：草嶺村/樟湖村 週一

雲林 68 若瑟醫院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74號

雲林 68 虎尾糖廠 雲林虎尾鎮中山路2號

雲林 68 味全 雲林縣斗六市長林路11號

雲林 68 福懋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317號

雲林縣斗六市河南街319號

雲林縣斗六市河南街329號

雲林 68 味王 雲林縣大埤鄉豐田路14號

雲林 68 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 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67號

雲林 68 劍湖山王子飯店 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67-8號

雲林 68 雲林監獄一監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仁愛新村1號

雲林 68 國道 古坑服務區 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五鄰新興100號

雲林 68 雲林監獄二監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四村5-18號

雲林 68 國道 西螺服務區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1號

彰化 64 彰化市

鹿港 62 和美鎮

鹿港 63 鹿港鎮、秀水鄉、花壇鄉

鹿港 63 彰濱工業區(鹿港鎮)

鹿港鎮：工業路、工業東一～四路、工業西一～六路、

吉安路、鹿工路、鹿工南一～七路、鹿工北一～六路、

環工一路、環工三路、環工五路、環工七、路環工九路

鹿港 63 鹿港鎮彰濱五路１~２段

鹿港 63 福興鄉

鹿港 62 全興工業區(伸港鄉)

鹿港 62 彰濱工業區（線西鄉）

鹿港 63
花壇鄉：大彰路/大嶺巷/三芬路/仁山巷/南

方一巷/鳥松巷/環山路/聽竹街/灣東路/灣福

鹿港 62 伸港鄉、線西鄉

鹿港 63 正興輪胎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１段38號

鹿港 63 全興工業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２段775、789、795號

鹿港 62 昇林 和美鎮東谷路47-2號

鹿港 62 仁愛醫院 和美鎮彰新路６段11號

鹿港 63 久津 福興鄉興業路14號

鹿港 63 中鴻鋼鐵 鹿港鎮鹿工北三路2號

鹿港 63 秀傳醫院 鹿港鎮鹿工路6號

鹿港 63 金喜美 福興鄉番婆里番婆街57-17號

鹿港 63 寶成工業 福興鄉

鹿港 62 慶欣欣 伸港鄉工西二路2號

鹿港 62 台灣賓士 伸港鄉興工路58號

鹿港 62 大成長城 伸港鄉興工路64號

鹿港 62 永豐餘紙業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里工西二路8號

埤頭 65 溪湖鎮、埔鹽鄉、埤頭鄉

埤頭 65 二林鎮、芳苑鄉、溪洲鄉、竹塘鄉

埤頭 65 芳苑鄉：王功里/新寶里/漢寶里

埤頭 65 大城鄉

埤頭 65 彰化監獄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３段２４０號

埤頭 65 碁富食品 大城鄉南平路1-1號

員林 66 員林鎮、大村鄉、埔心鄉、永靖鄉

員林 66 彰化員林看守所 彰化縣員林鎮法院街73號

員林 66 摩特動力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66號

員林 66 美利達工業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116號

田中 67
社頭鄉、田中鎮、二水鄉、北斗鎮、田尾

鄉、林內鄉

田中 67 林內鄉坪頂村

田中 67 彰化少年輔育院 彰化縣田中鎮平和里山腳路５段360巷170號

田中 67 維力食品 田中鎮員集路３段465號

田中 67 泰山公司 田中鎮興工路6號

民雄 71 嘉義市、太保市、水上鄉

民雄 71
鹿草鄉、竹崎鄉、番路鄉、中埔鄉、大林

鎮、溪口鄉、梅山鄉

民雄 71 阿里山鄉 週一、三、五

民雄 71 竹崎鄉：中和村/光華村/文峰村/石槕/奮起 週一、三、五

民雄 71 中埔鄉：中崙村/東興村 週一

民雄 71
中埔鄉：三層村/東興村/中崙村/澐水村/灣

潭村/石硦村/深坑村/瑞豐村
週一

民雄 71 竹崎鄉：仁壽村/金獅村/緞儒村 週四

民雄 71 番路鄉：大湖村/公田村/公興村/草山村/觸 週一、三、五

民雄 71 阿里山鄉：十字村 週一、三、五

民雄 71 阿里山：中山村/中正村/香林村/茶山村/樂 週一

民雄 71 阿里山：山美村/新美村 週一、三、五

民雄 71 梅山鄉：圳南村/圳北村/雙溪村 週一、三、五

民雄 71
梅山鄉：太平村/太興村/半天村/安靖村/瑞

里村/瑞峰村/過山村/碧湖村/龍眼村
週四

民雄 71 大埔鄉 週一

民雄 71 阿里山：來吉村/豐山村 週四

民雄 71 阿里山：里佳村/達邦村 週一

民雄 71 梅山鄉：太和村/油車寮/樟樹湖 週四

民雄 71 南靖糖廠 嘉義縣水上鄉靖和里南靖農場2～4號

民雄 71 今朝牧場 嘉義縣太保市東勢寮47號

民雄 71 鑫昌 水上鄉下塗溝48-57號

民雄 71 富華食品 中埔鄉和美里後庄202-7號

民雄 71 正隆紙業 嘉義縣大林鎮三和里林子頭20號

民雄 71 嘉義監獄 嘉義縣鹿草鄉豐稠村維新新村１號

民雄 71 嘉義看守所 嘉義縣鹿草鄉信義新村1號

北港 69 北港鎮、六腳鄉

北港 69
元長鄉、水林鄉、新港鄉、褒忠鄉、朴子

市、四湖鄉、東勢鄉

北港 69 口湖鄉、台西鄉、東石鄉、麥寮鄉



北港 69
東石鄉：三家村/下揖村/型厝村/海埔村/副

瀨村/港口村/塭港村/溪下村/龍港村/鰲鼓村
週二、四、六

北港 69 東石鄉：東崙村/西崙村/塭仔村/網寮村/掌 週一、三、五

北港 69 福昌食品 北港鎮新南路233巷39號

新營 72 新營區、六甲區、鹽水區、柳營區

新營 72 後壁區、白河區、義竹鄉、布袋鎮、東山

新營 72 布袋港 布袋鎮中山路334-1號

新營 72
白河區關仔嶺地區(六溪里/仙草里/南寮里/

崁頂里/崁頭里/關嶺里)
週一、四

新營 72 東山區：東原里/青山里

新營 72 大成長城 柳營區柳營路１段491巷128弄11號

新營 72 國道 新營服務區
台南市後壁區竹新里新厝72號（北上）

台南市後壁區竹新里新厝69號（南下）

新營 72 台南監獄軍事監所 台南市六甲區曾文街161號

新營 72 國道 東山服務區 台南市東山區枋子林74-6號

麻豆 73 台南市：麻豆區、佳里區、學甲區

麻豆 73 台南市：下營區、西港區

麻豆 73 學甲區：宅港里/紅茄里 /頂洲/新芳/中洲里

麻豆 73 將軍區、北門區、七股區

麻豆 73 七股區：十份里/三股里/永吉里 週一、四

麻豆 73 北門區：雙春里

台南 76 台南市：北區、安南區、永康區

台南 76 成功大學(力行校區/建國校區/敬業校區)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

台南 76 文弘國際 台南市安南區科技公園大道13、15號

台南 76 大成長成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12號

台南 76 金連揚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121號

台南 76 統一企業
請註明收件單位、人名及電話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台南 76 東陽
台南市安南區政安路148巷124號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２段98號

仁德 77
台南市：東區、南區、中西區、安平區、

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

仁德 77
台南市：東區、南區、中西區、安平區、

仁德區

仁德 77 色真顏料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642號

仁德 77 亞洲航空／空軍基地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２段1000號

仁德 77 台南機場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２段1002號

仁德 77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成功校區/自強校區/勝

利校區)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

仁德 77 保仁實業 台南市仁德區三甲子59-1號

仁德 77 大成不锈鋼 台南市仁德區新田二街125號

仁德 77 FOUCS時尚流行館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仁德 77 華恩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十二街63-65號

仁德 77 奇美實業 台南市仁德區三甲里三甲子路59-1號

仁德 77 國道 仁德服務區
台南市仁德區中洲里中洲1-16號（北上）

台南市仁德區中洲里中洲1-15號（南下）

仁德 77 台南監獄 台南市歸仁區明德新村1號

仁德 77 台南看守所 台南市歸仁區明德新村2號

仁德 77 南紡時代購物中心

聯運費按件$25元/3才內，超才$20元；加計區內送費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6號

台南市東區凱旋路15號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511號

新市 75 新市區、新化區、善化區

新市 75 台南科學園區 含南科園區及樹谷園區

新市 75 山上區、安定區、官田區

新市 75 官田區：烏山里

新市 75 台南市：大內區、玉井區、左鎮區、楠西

新市 75 台南市：南化區

新市 75 台南市：龍崎區

新市 75 國道 關廟服務區 台南市龍崎區楠坑里6鄰楠坑12-1號

新市 75 高雄市：內門區、杉林區、甲仙區、六龜

新市 75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六龜區寶來里、

茂林區、桃源區
週一、四配送

新市 75 高雄市：田寮區

新市 75 高雄市：那瑪夏區

新市 75 東和紡織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里2號

新市 75 國際皇家乳品 台南市新市區中山路182-1號

新市 75 弘勝制皮 台南市新市區潭頂里11號

新市 75 東雲公司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里329號

新市 75 可口企業 台南市新市區中山路182-1號

新市 75 東豐紡織 台南市新市區興業路1號

新市 75 統一企業
請註明收件單位、人名及電話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里7號

新市 75 新力美 台南市新化區那拔林1號

新市 75 台積電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北路1-1號

新市 75 台南藝術學院 台南市官田區大崎里66號

新市 75 嘉南球場 台南市官田區社子里六雙21號

新市 75 明德外獄監獄 台南市山上區玉峰里明德山莊1號

岡山 80 高雄市：岡山區、路竹區、湖內區

岡山 80 高雄路竹科學園區 路科一路～路科十路

岡山 80
高雄市：茄萣區、燕巢區、永安區、阿蓮

區、橋頭區、梓官區、彌陀區

岡山 80 東豐（東盟）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457號

岡山 80 燁興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寶米路369號

岡山 80 燁聯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興隆街600號

岡山 80 燁茂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順安路345號

岡山 80 長興化工
高雄市路竹區長興路22號

需註明單位、收貨人及連絡電話

岡山 80 中國石油液化處 高雄市永安區新興路1-20號

岡山 80 漢翔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岡德路1號

岡山 80 空軍航空技術學校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198號

岡山 80 空軍官校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西首1號

岡山 80 空軍三指部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200號

岡山 80 晉欣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2號

岡山 80 全聯物流岡山倉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一路6號



岡山 80 中鴻(原燁隆)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芋寮路317號

岡山 80 燁輝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芋寮路369號

岡山 80 永豐餘紙業 高雄市阿蓮區永豐路21號

岡山 80 正隆紙業 高雄市燕巢區中安路130號

岡山 80 大崗山超峰寺 高雄市阿蓮區崗山里5號

岡山 80 台電興達發電廠 高雄市永安區興達路6號

岡山 80 工兵學校 高雄市燕巢區中西路1號

岡山 80 陽明中學(感化院)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6號

岡山 80 高雄戒治所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5號

岡山 80 高雄第二監獄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1號

高雄 82
高雄市：大社區、仁武區、楠梓區、楠梓

加工出口區。

高雄 81
高雄市：左營區、新興區、前金區、鹽埕

區、三民區、鼓山區

高雄 82 高雄市柴山地區 鼓山區：柴山區、萬壽路、忠義路。

高雄 82 高雄市觀音山地區

大社區：大同路、日新巷、水哮巷、北勢巷、柑宅巷、

食坑巷、桶寮巷、蜈潭巷、嘉新巷、嘉誠路、壽山巷。

仁武區：公館一～三巷、橫山一～三巷。

高雄 82 高雄市：旗山區、美濃區

高雄 81 蓮潭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01號

高雄 82 中油楠梓煉油廠 高雄市楠梓區左楠路2號

高雄 82 中國人造纖維 高雄市大社區經建路8號

高雄 82 中國石油化工 高雄市大社區經建路1號

高雄 82 李長榮化工 高雄市大社區經建路2號

高雄 82 國喬石油化學 高雄市大社區經建路4號

高雄 82 磐亞（股） 高雄市大社區經建路8-1號

高雄 82 大連化工 高雄市大社區興工路1-3號

高雄 82 元際（股） 高雄市大社區興工路3號

高雄 82 高雄塑脂化工 高雄市大社區興工路1號

高雄 82 優品化工 高雄市大社區興工路3-1號

高雄 81 光陽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5號

高雄 82 台橡（股） 高雄市大社區興工路2號

高雄 82 俊鼎機械廠 高雄市大社區興工路5號

高雄 81 高雄港碼頭區：１２號碼頭止

高雄 82 捷盟統倉/康士美統倉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310號

前鎮 83
高雄市：前鎮區、苓雅區、小港區、旗津

區、前鎮加工出口區

前鎮 83 運通大樓 高雄市前鎮區佛中路64號

前鎮 83 中油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四路50號

前鎮 83 中國造船廠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3號

前鎮 83 金典飯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號

前鎮 83 中鋼鋁業 高雄市小港區東林路17號

前鎮 83 世貿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號

前鎮 83 高鳳貨櫃 高雄市小港區草衙二路3號

前鎮 83 中國鋼鐵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1號、高雄市小港區中林路42號

前鎮 83 亞太貨櫃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2號

前鎮 83 高雄港碼頭區：１３號碼頭起

前鎮 83 小港機場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630號

前鎮 83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聯運費按件：$30／3才，超才$20元；加計區內送費

前鎮區中華五路７８９號

需註明：收貨人、電話、館區、樓層、專櫃名稱。

大發 93 鳳山區

大發 92 高雄市：鳥松區

大發 93 高雄市：林園區、大寮區、大樹區

大發 93
義大遊樂世界、義大世界購物廣場、義大

世界123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0、12號

大發 93 義大皇家酒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53號

大發 93 林園工業區 高雄市林園區

大發 93 石化工業區 高雄市林園區

大發 93 佛光山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153號

大發 93 永豐餘紙業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久堂路112號

大發 93 佛陀紀念館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路1、2號

大發 93 高雄女子監獄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淑德新村1號

大發 93 高雄監獄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新村1號

屏東 95 屏東市

屏東 95 九如鄉、內埔鄉、鹽埔鄉、長治鄉、麟洛

屏東 95 里港鄉、高樹鄉

屏東 95 三地門鄉、瑪家鄉

屏東 95 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達來村

屏東 95 霧台鄉

屏東 95 台灣矢崎 屏東縣鹽埔鄉洛陽里四維路4號

屏東 95 永昇冷凍 里港鄉三和路119-73號

潮州 97 潮州鎮

潮州 97 竹田鄉、南州鄉、崁頂鄉、東港鎮、萬丹

潮州 97
新園鄉、林邊鄉、萬巒鄉、新埤鄉、佳冬

鄉、枋寮鄉

潮州 97 恆春鎮、枋山鄉、車城鄉

潮州 97 恆春鎮：帆船里/墾丁里/鵝鑾鼻里/核三廠 核三廠需註明收貨單位、人名、連絡電話＋分機

潮州 97 牡丹鄉、滿州鄉 週一

潮州 97 春日鄉、獅子鄉 週一

潮州 97
泰武鄉：武潭里/潭中巷/潭南巷/潭北巷/公

家機關/學校
週一

潮州 97
來義鄉：中山路/中正路/育英路/新隆路/公

家機關/學校
週一

潮州 97 琉球鄉 週一、週四 電腦、電器用品及貴重品每件$130元

潮州 97 來義鄉、泰武鄉 除上述表列者外，餘為站止區域

潮州 97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里

潮州 97 屏東看守所 屏東縣竹田鄉永豐村永豐路130號

潮州 97 屏東監獄 屏東縣竹田鄉永豐村永豐路132號

台東 98 台東市

台東 98 台東市(知本里/富岡里)、卑南鄉

台東 98 太麻里鄉、鹿野鄉

台東 98 關山鎮、池上、海端鄉、東河鄉

台東 98 大武鄉、金峰鄉



台東 98 太麻里鄉：大溪村/多良村/金崙村

台東 98 達仁鄉 機關學校每週一配送

台東 98 綠島鄉、蘭嶼鄉
請詳填指定之船運公司，並收取市區送費，方能代為配

送至船運公司。

台東 98 延平鄉、海端鄉(利稻村/霧鹿村)

台東 98 老爺酒店 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113巷23號

台東 98 陳明正 台東市鄭州街3號3Ｆ

台東 98 宏鑫行、秀蓁行 台東市志航路１段971巷121號

台東 98 嘉泰行（宏源行） 台東市臨潼街62巷3號

台東 98 永成行 台東市豐年路１段312號

台東 98 永豐餘紙業 台東市中興路４段371號

台東 98 娜路灣酒店 台東市連航路66號

台東 98 富野飯店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村龍泉路16號

台東 98 台東看守所 週一～五 台東縣台東市廣東路317號

台東 98 岩灣技訓所 週一～五 台東縣台東市興安路２段642號

台東 98 台東戒治所(武陵監獄) 週一～五 台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嶺路270號

台東 98 空軍志航基地 週一～五 台東市志航路３段３號

台東 98 東成技訓所 週一～五 台東縣卑南鄉美濃班鳩1號

台東 98 泰源技訓所 週一、三、五 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32號

澎湖 79 馬公站止

澎湖 79 馬公市 機關、學校需加收特服費用

澎湖 79 湖西鄉

澎湖 79 白沙鄉 需註明收貨人及連絡電話

澎湖 79 西嶼鄉 需註明收貨人及連絡電話

澎湖 79
離島站止地區：望安鄉、七美鄉、白沙鄉

吉貝、馬公市：虎井.桶盤

澎湖 79 澎湖監獄 澎湖縣湖西鄉鼎灣村1-1號

金門 84 金門站止

金門 84 金門本島貨件 機關、學校需加收特服費用

金門 84 金門監獄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5號

金門 84 烈嶼鄉、小金門 必需填寫收貨人電話；且一律原付無到付。

金門 84 烏坵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