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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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標示黃色者，為新增的特殊地點；

本月新增高雄市前鎮區7筆)

中華貨櫃 基隆市暖暖區八德路3-1號

統昶行銷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38巷36號

宏裕倉儲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11-3號

合邦倉儲 基隆市七堵區大德路131號

長春空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102-1號

台陽貨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51號

勝泰貨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96-1號

長春貨櫃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三路96號

中國貨櫃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三路56號

陽明海運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四路1號

台基物流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四路28號

海軍碼頭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15號

家樂福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60號

家樂福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218號

大潤發二館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88號

好市多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268號

家樂福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南港展覽館一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南港展覽館二館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2號

南山微風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

南山微風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

南山微風 台北市信義區松廉路3號

統一時代百貨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8號

遠東SOGO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45號

好市多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17號

林口三井outlet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

好市多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58號

長榮(邦)貨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264號

中國貨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275號

新隆貨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24號

東亞貨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38號

宏茂貨櫃場 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12號

中央貨櫃場 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36號

物流共和國 新北市瑞芳區楓仔瀨路1巷全

環球貨櫃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585號

家樂福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好市多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38號

南亞資材 新北市泰山區南林路102號

南亞資材 新北市泰山區南林路98號

全台物流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1號

燦坤物流倉 新北市泰山區台麗街24號

中天航運 新北市八里區荖阡坑4之24號

大山航運 新北市八里區商港路36號

台北港 新北市八里區廈竹圍

美食家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85-2號

宏匯廣場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四段3號

統一武藏野 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16號

燿華電子 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4巷3號

大潤發 新北市土城區永安街25號

土城看守所 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2號

板橋車站共構大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三峽捷盟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360號

鶯歌統昶 新北市鶯歌區二甲路41-2號

大智通文化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二段70-1號

北園倉 桃園市中壢區北園路37號

MOMO三倉 桃園市龜山區科技三路80號

台灣航電 桃園市龜山區華亞二路270號

大榮貨運 桃園市龜山區頂湖路58號

台北監獄 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2號

金士盟物流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78號

逢泰物流 桃園市龜山區東舊路街39號

逢泰物流 桃園市龜山區振興路706-1~8號

北園倉（低溫）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20號

精材科技 桃園市中壢區自強二路1號

基隆市

台北市

桃園市

新北市



MOMO倉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756號

華泰名店城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1~109號、159~189號

YAHOO大溪倉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路二段350號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18號

全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6號

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8號

來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88號

日燦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路二段61巷21號

日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松樹21-12號

貿聯倉儲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641號

龍潭女子監獄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617號

萊爾富EC物流倉庫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二段545巷146號

大園momo倉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站前西路三段77號

十二庫(Pchome倉儲) 桃園市大園區開和路128號

十庫(Pchome倉儲) 桃園市大園區五青路490號

三商行(大園) 桃園市大園區工一路7號

宏君物流 桃園市大園區西濱路二段819號

惠康(頂好)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269-5號

屈臣氏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一段182號

萬商 桃園市大園區園航路57號

饗食天堂倉庫 桃園市大園區五青路150巷12號

捷盟 桃園市大園區民族街99號

大園雅虎倉 桃園市大園區環區北路100號

長榮航太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6號

華儲進口區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10-1號

油庫安全管制區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22號 (雙號)

保稅大樓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3~7號 (單號)

榮儲進口區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8-1號

華航航太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南路15號

復興空廚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一段538號

遠雄自由貿易港 桃園市大園區航翔路101、103、105、107號

永儲進口區 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三段932號

好市多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南路198號

金盛事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南路500號

三商行 桃園市觀音區大潭南路666號

全聯 桃園市觀音區工業7路10號

全虹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一段280巷90號

全日物流(低溫)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一段815號

佰事達 桃園市觀音區忠富路上大段489號

大潤發物流倉 桃園市觀音區工業八路188號

中法興(家福倉) 桃園市觀音區廣興里溝尾31之1~3號

momo入倉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77號

momo入倉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124號

momo入倉 桃園市蘆竹區南青路1255號

東森.森森入倉 桃園市蘆竹區油管路一段218號

昇恆昌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136號

昇恆昌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43號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 新竹市民權路176號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 新竹市中央路229~239號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 新竹市中央路241號

鴻海科技 新竹市新安路5號

緯創科技 新竹市研發二路25號

久元電子 新竹市科技路5號

緯創科技 新竹市新安路5號碼頭、6號

聯電 新竹市研新一路16號

台積電3廠 新竹市研新一路9號

台積電7廠 新竹市研新二路6號

旺宏電子 新竹市研新三路3號

友達五 新竹市力行路23號

台積電12廠P4、P7 新竹市園區二路166~188號 (雙號)

聯電 新竹市力行三路6號

力成科技 新竹市力行四路9號

力晶科技 新竹市力行路16-1號

旺宏科技 新竹市力行路16號

聯電 新竹市力行路17號

旺宏科技 新竹市力行路19號

力晶科技 新竹市力行一路12號

桃園市

新竹市



鉅晶 新竹市力行一路18號

矽導 新竹市力行一路1號

友達 新竹市力行二路1號

聯電 聯合大樓 新竹市力行二路3號

力成科技 新竹市力行三路15號

聯電 新竹市力行六路3號

啟基 新竹市力行六路5號

台積電12廠P1 新竹市力行六路8號

台積電2廠、5廠 新竹市園區三路123號

旺宏電子 新竹市研新四路8號

旺宏電子 新竹縣寶山鄉力行路16號、19號

工業技術研究院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台積電8廠 新竹縣寶山鄉力行路25號

苗栗縣 捷盟 苗栗縣苗栗市中華路780號

台中看守所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11號

台中戒治所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3號

台中女子監獄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3號

台中監獄 台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號

愛買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359號

大買家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710號

泰安休息站 (北上) 台中市后里區九甲七路400號

泰安休息站 (南下) 台中市后里區安眉路113號

麗寶樂園-賽車場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一段全

麗寶outlet mall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二段全

麗寶outlet mall(麗鑫百貨)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203號

麗寶樂園-福容大飯店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88號

麗寶樂園-新辦公室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8號

台積電 台中市大雅區科雅六路1號

家樂福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336號

全聯PC廠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26號

楓康物流中心 台中市大肚區南榮路59號

台中三井outlet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十段168號

全聯--梧棲 台中市梧棲區港埠路一段237-1號

大潤發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499號

大買家量販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370號

友達光電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1號

台積電 台中市西屯區新科路1號

南投縣 家樂福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1029號

家樂福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21號

聯華食品 彰化縣北斗鎮四海路一段87號

斗六家樂福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97號

福懋科技 雲林縣斗六市河南街317、329號

虎尾全台物流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23號

斗南大潤發 雲林縣斗南鎮文化街119巷21號

北港台糖量販店 雲林縣北港鎮華南路101號

六輕相關企業 雲林縣麥寮鄉工業園區1~24號

六輕相關企業 雲林縣麥寮鄉工業園區25~27號

家樂福-北門店 嘉義市忠孝路346巷21號

大潤發-嘉義店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281號

遠東汽車百貨 嘉義市忠孝路545號

好事多-嘉義店 嘉義市忠孝路666、668、670號

三泰貨櫃轉運場 嘉義市姜母寮47、48 號

嘉義縣鹿草監獄 嘉義縣鹿草鄉信義新村1號

嘉義縣鹿草看守所 嘉義縣鹿草鄉維新新村1號

台塑相關企業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201號

台塑相關企業 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後厝20號、後厝子20號、中洋仔20號

台塑相關企業 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工業區2號、2-1號

捷盟倉庫 台南市關廟區保東路269-9號

台南南紡夢時代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00~368號

台南南紡夢時代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70~398號

台南南紡夢時代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511號

家樂福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755號

仁德燦坤南區物流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665號

十鼓文化園區 台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326號 

仁德家樂福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11號 

小紅莓食品 台南市歸仁區保大路三段270號

陸軍輕航基地 台南市歸仁區南丁路188號

台中市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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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監獄 台南市歸仁區明德新村1號 

台南看守所 台南市歸仁區明德新村1號  

安平商港 台南市南區新港路

臺南第二監獄 台南市六甲區曾文街161號

國軍內角南區測驗中心 台南市白河區內角里2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三抱竹路1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9路17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北園二路8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環西路二段3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北路1-1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北路1號

大潤發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

Costco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1號

高雄港6號碼頭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號

左營軍港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10號、20號、247號、257號

左營軍港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9號

左營軍港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669號

義大購物中心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0號、12號

統一超食代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397號

捷盟、康是美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310號

68-81碼頭 高雄市小港區光和路68號

68-81碼頭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2號、6號、2-20號、2-24號

倉儲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630號

116~122碼頭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一路2~12號、18號、67號

63碼頭 高雄市前鎮區鎮港南一路

萬海碼頭 高雄市前鎮區鎮港路

中油煉油廠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11~105號

高鳳物流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號

台糖倉庫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200號

好好物流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899號

家樂福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新光碼頭16~21號碼頭 高雄市苓雅區16-21號碼頭

夢時代&時代百貨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中法興物流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一路36號

家樂福低溫倉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六路70號

全聯物流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一路6號

群創光電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十路11號

友達光電 高雄市路竹區路科三路9號

寶雅高雄物流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聖森路506號

全台物流中心(新廠) 高雄市岡山區聖森路508號

全台物流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1號

晉欣食品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2號

高雄第二監獄 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1號、5號、6號

屏東縣 屏東監獄 屏東縣竹田鄉永豐村永豐路132號

長榮桂冠酒店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77號

老爺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五峰路69號

捷絲旅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路24巷8號

中天溫泉飯店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一街1號

晶泉丰旅 宜蘭縣礁溪鄉溫泉路67號

新月廣場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36號至38巷全

海軍碼頭 宜蘭縣蘇澳鎮軍港路10號

全台物流 花蓮縣吉安鄉華工四路2號

捷盟 花蓮縣吉安鄉香源路65號

台東大潤發 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三段592號

台東戒治所 台東縣鹿野鄉永嶺路270號
台東縣

花蓮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縣市 特殊地點

桃園市 復興區後山、高義、上高義、榮華、三光、爺亨、新興部落、沙崙子、光華、蘇樂、下巴陵、中巴陵、上巴陵(華陵里)、長興村、奎輝村、
深井村、寶斗村、新城村、三峰村、油田村、雙新村、三油一路、三油二路、三峰路、三峰路一段、五仙路二段、東坑路、東坑一路、東崎

路、峰城路、峰城一路、深井路、深井一路、深井二路、深井三路、深井五路、新珊路、新珊一路、新珊二路、新峰路、新湖路三段、新湖

路四段、新湖路五段、寶新路三段、寶峰路、寶斗路、寶深路、雙林路二段
寶山村、山湖村、竹東鎮水仙路、寶山鄉水仙路、山仙路、山湖路、山湖一路、山湖二路、五仙路、五油路、五仙路一段、仙爺路、北坑

路、尖山路、通學路、新湖路一段、新湖路二段
五峰鄉、大隘村、高峰、茅圃、涼山、桃山村、白蘭、土場、清泉、民都有、石鹿、雲山、觀霧、雪霸農場、五峰鄉、花園村、比來、花

園、天湖、竹林村、羅山、和平、忠興
尖石鄉(玉峰村)、李埔、馬美、石磊、上抬耀、下抬耀、平淪文、尖石鄉(秀巒村)、田埔、錦路、養老、泰崗、新光、鎮西堡、司馬庫斯
泰安鄉：長橋、司馬限

大湖鄉：十八份、白石下、百二份、關刀山、三十二份、坑美寮、和興、南湖坑、網形
公館鄉大坑175號以上

泰安鄉八卦村、八卦力、半天寮、大興村、南灣、高熊卡、小南角、洗水坑、腦寮庄
獅潭鄉：小東勢、八角坑、上大窩、社寮坑、鹽水、豐林村香圓窩17號以上、十九份、大坪、大東勢、大銑櫃、大興窩、圳頭、百壽、敘

暢、新庄
銅鑼鄉新隆、興隆、盛隆、雙峰山

卓蘭鎮坪林、電廠

十份、酸柑湖

崩山下、草排

泰安鄉(梅園、士林、象鼻、天狗、二本松、大安、永安、馬那邦、蘇魯)

新社區永豐、永櫃

和平區中興路2段、志良巷、台7甲

和平區武陵路

和平區中興路1段、中興路2段、台7甲

和平區民族街、福壽路、介壽巷、有恆巷

和平區福壽路、仁禮巷

和平區福壽路、中正路、瑞雪巷

和平區和平路1段、和平路2段、中橫公路

和平區和平路2段、和平路3段、佳陽新巷、勝利路、新佳陽、舊佳陽、德基山莊、齡恩路

和平區復興路、松柏巷

和平區復興路、光華巷、民生巷、中興路4段、松東巷

和平區中橫公路

和平區中興路3段

和平區中興路2段、台7甲

和平區中興路2段、志良巷

和平區中興路4段、林道巷、河流巷、台7甲、復興路、民生巷

和平區中興路3段

和平區環山部落、中興路3段、環山一巷、環山二巷、環山三巷

仁愛鄉慈峰、翠峰

仁愛鄉光復巷、慈峰巷、溪門巷、溫泉巷、仁盛路、瑞和路、瑞岩部落

仁愛鄉馬烈霸、新望洋、大洋巷

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大同村高峰巷

仁愛鄉法治村茶園巷、大安路

竹山鎮溪山路3~6號、羊彎巷

仁愛鄉翠巒路

仁愛鄉翠華村、華岡、華岡四區、華岡五區、華崗、翠巒、翠巒路

仁愛鄉榮興村松原巷9~11號

仁愛鄉榮興村合歡巷、惠榮巷、興村松原、 碧綠巷、小風口管理站、中橫公路、合歡山管理站、松泉、松原巷

雲林縣 古坑鄉草嶺村、石壁

梅山鄉太興村 (二坪仔、石古坪、青園、科仔腳、柴筍林、祡筍林、溪尾寮、溪坪、溪頭、橫山)

梅山鄉瑞峰村 (大窯、外寮、生毛樹、地埔、坔埔、倒交山、新興寮)

竹崎鄉華村石盤、梅山鄉九芎坪
竹崎鄉：仁壽村、金獅村、出水坑、田仔腳、交力坪、官真坑、東湖仔、金獅寮、建興、塘湖

梅山鄉：瑞里村、一支杉、公田、油車寮、科仔林、湖桶底、太和村2鄰3鄰7鄰8鄰10鄰
梅山鄉：幼葉林
竹崎鄉：石壁腳緞繻村、紅南坑

梅山鄉：太平村、半天村、碧湖村、龍眼村、太平、太平老街、竹仔苓、金鳳寮、茅仔埔、堀尺嶺、鹿寮坪、溪州牌、碧湖、龍眼林
竹崎鄉：永和、石棹

阿里山鄉：樂野村
阿里山鄉：頂湖、湖底、福山、樂野村

阿里山鄉：十字村、二萬坪、十字路、中山村、多林

阿里山鄉：香林村、中山村、中正村、受鎮宮、阿里山遊樂區、第一停車場、森林遊樂區火車站
竹崎鄉：石棹

番路鄉：大路仔、板仔龍、破布湖、馬厝、過龍仔、潮州湖、濫仔田、巃頭
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

阿里山鄉：科仔林
竹崎鄉：石棹、石棹頂、頂石棹

梅山鄉：油車寮、樟林坪、樟樹湖、太和村1鄰7鄰
番路鄉：公興村、下路、下寮、小公田、中寮、竹湖、厚殼仔、腦寮、龍美

番路鄉隙頂、阿里山鄉樂野村

阿里山鄉樂野村

阿里山鄉里佳村、達邦村、特富野、達德安、樂野村
大埔鄉：永樂村、和平村、石硤內

中埔鄉：中崙村、中崙、分水嶺、石仔湖

番路鄉：草山村半嶺、永興
大埔鄉：西興村、大茅埔、木瓜坑、石硤內、坪林、雙溪

大埔鄉：大埔村、大同一路、大埔一街、大埔二街、大埔三街、大埔五街、竹圍仔、自由五街、自由六街、自由街、自強巷、茄苳腳

新竹縣

苗栗縣

南投縣

台中市

嘉義縣



阿里山鄉：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

大埔鄉：溪興村、永樂村、永樂村南寮、茄苳村

番路鄉：草山村草山
中埔鄉：三層村、沄水村、東興村
竹崎鄉：光華村、柑仔宅、茄苳仔、頂笨仔

番路鄉：大湖村、五佰恩、何厝、火燒寮、凍仔嶺、茶科、湖尾、橫路
台南市 南化區關山村

桃源區寶山里

桃源區拉芙蘭、勤和里、梅山里、復興里 (南橫公路三段~五段)

那瑪夏區青山段、那瑪夏區民權國小

泰武鄉：嘉興村、武潭村(老潭巷)

來義鄉：大後村
霧台鄉：吉露村、佳慕村、大武村、霧台村(神山部落)、阿禮村、好茶村

三地門鄉：德文村、大杜村
頭城鎮濱海路三、四、五、六、七段；大里路、石城路、石空路

頭城鎮仙公路、北宜路二段

礁溪鄉林尾路156號、林尾路160號、林尾路180號

礁溪鄉龍潭村匏杓崙路、二結路

員山鄉再連路、冷水路、長嶺路、粗坑路、龍賢路、員山路三段

員山鄉雙埤路、福山

大同鄉全區、三星鄉員山村
南澳鄉全區

蘇澳鎮：東澳里、朝陽里、南強里、南澳南路、南澳路、娜娘路、海岸路、東澳路
秀林鄉關原31~54號（合歡山）

秀林鄉大禹嶺、武嶺營區、富士村關原、關原

秀林鄉關原1號~30號、天祥路、布洛灣、西寶、洛韶、華祿溪

壽豐鄉鹽寮村北坑、南坑、牛山、芳寮、鹽寮、蕃薯寮、橄樹腳、水新路、水璉路、水璉一街、水璉二街

秀林鄉文蘭村白鮑14號~30號

玉里鎮觀音里高寮110號以上(玉里赤科山)

富里鄉竹田村雲閩3號以上、雲閩萬寧村22號(六十石山)

富里鄉豐南村14鄰47號、47-1號、47-2號

卑南鄉泰安村大巴六九山上

海端鄉利稻村

太麻里鄉大王村金針山

嘉義縣

高雄市

台東縣

屏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