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特殊地點

(地名僅供參考，特殊地點係

以地址作為認定依據)

特殊地點郵碼
地址

(標示黃色者，為新增的特殊地點；本月無新增)

海軍碼頭 20090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15號

伸鴻物流 20490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63-1號

海軍碼頭 20492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68~70號

海三廠(海軍) 20492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94號

海軍6號碼頭 20492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三路6號

中國貨櫃 20492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三路56號

陽明海運 20492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四路1號

台基物流 20492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四路28號

中華貨櫃 20590 基隆市暖暖區八德路3-1號

統昶行銷 20591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38巷36號

合邦倉儲 20690 基隆市七堵區大德路131號

長春空櫃 20690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102-1號

台陽貨櫃 20690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51號

勝泰貨櫃 20690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96-1號

長春貨櫃 20690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96號

宏裕倉儲 20690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11-3號

家樂福 10544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60號

家樂福 10716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218號

家樂福 10890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統一時代百貨 10972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8號

好市多 11290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17號

大潤發一館 11491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28號

大潤發二館 11491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88號

好市多 11491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268號

林口三井outlet 00337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

好市多 22110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58號

長榮(邦)貨櫃 2219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264號

中國貨櫃 22193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275號

新隆貨櫃 22194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24號

東亞貨櫃 22195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38號

環球貨櫃 22196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585號

棉花田深坑倉 22290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80號

宏茂貨櫃場 22490 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12號

物流共和國 22490 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1巷全

中央貨櫃場 22490 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36號

統一武藏野 23699 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16號

土城看守所 23699 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2號

神坊土城倉 23699 新北市土城區三民路1-2號

燿華電子 23699 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4巷3號

超級大賣客 23699 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11-3號

大潤發 23699 新北市土城區永安街25號

大智通文化 23799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二段70-1號

好市多 24208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38號

燦坤物流倉 24329 新北市泰山區台麗街24號

南亞資材 24319 新北市泰山區南林路102號

南亞資材 24319 新北市泰山區南林路98號

美食家 24829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85-2號

大山航運 24919 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36號

台北港 24919 新北市八里區廈竹圍

中天航運 24919 新北市八里區荖阡坑4之24號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家樂福 25159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北園倉 32110 桃園市中壢區北園路37號

北園倉（低溫） 32110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20號

精材科技 32110 桃園市中壢區自強二路1號

MOMO倉 32188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756號

龍潭女子監獄 32519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617號

好市多 32817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南路198號

金盛事 32817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南路500號

三商行 32817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南路666號

全聯 32817 桃園市觀音區工業7路10號

永豐商店 32818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一段1568-1號

全虹 32818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一段280巷90號

全日物流(低溫) 32819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一段815號

佰事達 32819 桃園市觀音區忠富路上大段489號

中法興(家福倉) 32899 桃園市觀音區廣興村溝尾31之3號

大榮貨運 33385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58號

MOMO三倉 33386 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三路80號後棟(MOMO進倉)

台北監獄 33392 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2號

金士盟物流 33393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78號

逢泰物流 33394 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706號

逢泰物流 33395 桃園市龜山區東舊路街39號

貿聯倉儲 33490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641號

日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33531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12號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3590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18號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3590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6號

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33590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8號

來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3590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88號

日燦股份有限公司 33591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路二段61巷21號

十庫(Pchome倉儲) 33717 桃園市大園區五青路490號

十二庫(Pchome倉儲) 33717 桃園市大園區開和路128號

三商行(大園) 33718 桃園市大園區工一路7號

惠康(頂好) 33719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269-5號

長榮航太 33728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6號

油庫安全管制區 3372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22號 (雙號)

保稅大樓 3372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3~7號 (單號)

華航航太 3372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南路15號

華儲進口區 3372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10-1號

榮儲進口區 3372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8-1號

復興空廚 33729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一段538號

遠雄自由貿易港 33729 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101、103、107號

永儲進口區 33729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三段932號

屈臣氏 33798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一段182號

萬商 33798 桃園市大園區園航路57號

捷盟 33799 桃園市大園區民族街99號

大園momo倉 33799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站前西路3段77號

大園雅虎倉 33799 桃園市大園區環區北路100號

momo入倉 33885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77號

秋雨物流倉 33886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一段205巷6號

momo入倉 33890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124號

雅虎入倉 33891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12號

momo入倉 33892 桃園市蘆竹區南青路1255號

momo入倉 33893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3號

翔豐物流 33894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120號

桃園市

新北市



東森.森森入倉 33895 桃園市蘆竹區油管路一段218號

昇恆昌.采盟物流倉 33898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323號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 30057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29~239號、241號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 30057 新竹市東區民權路176號

新竹縣 寶雅 30251 新竹縣新埔鎮清水里汶水坑73號

苗栗縣 捷盟 36090 苗栗縣苗栗市中華路780號

愛買 40299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359號

大潤發 40470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499號

大買家量販店 40699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370號

友達光電 40770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台積電 40770 台中市西屯區新科路1號

台中看守所 40836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11號

台中戒治所 40836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3號

台中女子監獄 40836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3號

台中監獄 40836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號

麗寶outlet mall(麗鑫百貨) 42199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203號

台積電 42899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六路1號

家樂福沙鹿店 43390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336號

全聯PC廠 43490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26號

楓康物流中心 43491 台中市大肚區南榮路59號

全聯--梧棲 43599 台中市梧棲區港埠路一段237-1號

南投縣 家樂福 54490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1029號

家樂福 50090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21號

聯華食品 52199 彰化縣北斗鎮四海路一段87號

斗南大潤發 63090 雲林縣斗南鎮文化街119巷21號

虎尾全台物流 63290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23號

六輕相關企業 63899 雲林縣麥寮鄉工業區1、2、25、26、27號

斗六家樂福 6409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97號

北港台糖量販店 65199 雲林縣北港鎮華南路101號

家樂福-北門店 60092 嘉義市忠孝路346巷21號

遠東汽車百貨 60092 嘉義市忠孝路545號

好事多-嘉義店 60092 嘉義市忠孝路666、668、670號

大潤發-嘉義店 60092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281號

三泰貨櫃轉運場 60095 嘉義市姜母寮47、48 號

嘉義縣鹿草監獄 61199 嘉義縣鹿草鄉信義新村1號

嘉義縣鹿草看守所 61199 嘉義縣鹿草鄉維新新村1號

台塑相關企業 61699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2段201號

台塑相關企業 61699 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後厝20號

台塑相關企業 61699 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工業區2號、2-1號

台南南紡夢時代 70190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00~398號

台南南紡夢時代 70190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511號

仁德燦坤南區物流 71794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3段665號

仁德家樂福 71796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11號

臺南第二監獄 73020 台南市六甲區曾文街161號

國軍內角南區測驗中心 73299 台南市白河區內角里2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74199 台南市善化區三抱竹路1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74199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9路17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74199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北路1-1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74199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北路1號

夢時代&時代百貨 0080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新光碼頭16~21號碼頭 80299 高雄市苓雅區16-21號碼頭

高雄港6號碼頭 80399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號

COSCO 80499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1號

台中市

桃園市

新竹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116碼頭 80599 高雄市前鎮區116碼頭

120碼頭 80599 高雄市前鎮區120碼頭

121碼頭 80599 高雄市前鎮區121碼頭

66號碼頭 80599 高雄市前鎮區66號碼頭

63號碼頭 80687 高雄市前鎮區鎮港路1號、16-1號、18號

現代碼頭118 80688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一路40號

碼頭 80689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899號

68-81碼頭 81298 高雄市小港區光和路68號

68-81碼頭 81298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2號、6號、2-20號、2-24號

倉儲 81299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630號

左營軍港 81399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10號、20號、247號、257號

左營軍港 81399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9號

左營軍港 81399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669號

統一超食代 81590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397號

寶雅高雄物流中心 82037 高雄市岡山區聖森路506號

中法興物流中心 82037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一路36號

家樂福低溫倉 82037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六路70號

全聯物流中心 82037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一路6號

全台物流中心 82037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1號

晉欣食品 82037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2號

高雄第二監獄 82490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1號、5號、6號

捷盟、康是美 83390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310號

大潤發 83490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

義大購物中心 84090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0號、12號

屏東縣 屏東監獄 91190 屏東縣竹田鄉永豐村永豐路132號

宜蘭縣 新月廣場 26090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36號至38巷全

花蓮縣 捷盟 97390 花蓮縣吉安鄉香源路65號

台東戒治所 95690 台東縣鹿野鄉永嶺路270號

泰源監獄 96190 台東縣東河鄉柑桔林32號
台東縣

高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