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名稱 配送地址

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11樓

雲嘉南聯合服務中心 嘉義市吳鳳北路184號2樓

重建會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6樓



縣市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交通部觀光局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服務

交通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 台北市敦化北路240號

交通部觀光局國民旅遊組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號

交通部觀光局台中服務處 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95號

交通部觀光局台南服務處 台南市民權路一段243號10樓

交通部觀光局高雄服務處 高雄市中正四路235號5樓之1

觀光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旅客服務中心第一航廈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15號（桃園

機場第一航廈旅客服務中心）

觀光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旅客服務中心第二航廈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9號（桃園機

場第二航廈旅客服務中心）

觀光局高雄國際機場旅客

服務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1樓  (國

際線1樓入境大廳 觀光局）

觀光局松山機場

旅遊服務中心(松山機場

第一航廈)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號之9(松

山機場第一航廈)廖宜臻小姐

台北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台北松山機場旅遊服務中

台北東區地下街旅遊服務

台北北投捷運站旅遊服務

台北劍潭捷運站旅遊服務

台北西門捷運站旅遊服務

台北圓山捷運站旅遊服務

淡水捷運站旅遊服務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台灣高鐵台北站(行政站

務員收)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1樓

台灣高鐵板橋站(行政站

務員收)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1樓

新店捷運站旅遊服務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159號4樓-碧潭

管理站

板橋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B1

台北縣瑞芳火車站旅遊服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82號

台灣高鐵桃園站旅遊服務 桃園縣中壢市青埔里高鐵北路1段6

中壢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和路139號（舊行李

基隆市政府旅遊服務中心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1號

宜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宜蘭市宜興路一段252號

竹東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新竹縣竹東鎮雞林里東林路196號

台灣高鐵新竹站(行政站

務員收)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號

苗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1號

竹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166號

台中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172號

交通

部觀

光局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87號（摩葳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

部觀

光局

輔導

各地

台灣高鐵台中站旅遊服務

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三和里3鄰站區2路8號



縣市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旅遊

服務中心

台中市沙鹿區中清路42號(旅遊服務

中心)

彰化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彰化市三民路1號(彰化火車站旅遊

斗六火車站遊服務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87號2樓

嘉義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嘉義市國華街245號8樓之15

台灣高鐵嘉義站旅遊服務

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高鐵西路168號

(2號出口旁)

文宣配送：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7號

2樓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05-

3799056
台南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4號(旅遊服

台南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南區機場路775號

新營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號(新營旅服

台灣高鐵台南站旅遊服務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100號

高雄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18號

高雄機場國內線旅遊服務

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2樓( 高

雄觀光協會國內航廈旅遊服務中心-

許佳敏)

高鐵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號出口

屏東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屏東市光復路43號

花蓮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花蓮市國聯一路106號

花蓮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機場1號

馬公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26-5號

金門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機場2號

水頭碼頭旅遊服務中心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5號

馬祖南竿機場旅遊服務中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95-1號

馬祖北竿機場旅遊服務中 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村47號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36號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

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新北市石門區德茂里下員坑33之6號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獅山遊客中心
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六寮60-8號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南庄遊客中心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4鄰大同路43號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梨山遊客中心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中正路95號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谷關遊客中心
台中市和平區東關路一段102號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八卦山遊客中
彰化市卦山路13之7號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松柏嶺遊客中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181號

各地

旅遊

服務

中心

交通

部觀

光局



縣市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南投縣魚池鄉中山路599號

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觸口3之16號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里大潭路169號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村賽嘉巷 120

號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8鄰168號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台東縣成功鎮信義里新村路25號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71號

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95-1號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台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119號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台南市白河區仙草里仙草1-1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石碇服務 新北市石碇區豐林里楓子林62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中壢服務 桃園縣中壢市內定里內定二街998-3

國道高速公路局湖口服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鳳山崎6之7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湖口服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竹高屋38之3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關西服務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上三屯14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西湖服務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8鄰埔頂29號

光局

各國

家風

景區

管理

處



縣市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國道高速公路局西湖服務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8鄰埔頂29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泰安服務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雲頭路3之2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泰安服務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雲頭路3之2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西螺服務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1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西螺服務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2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南投服務 南投市振興里南鄉路250巷142弄6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清水服務 台中市清水區東山路143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古坑服務 雲林縣古坑鄉新興100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新營服務

區(南下)辦公室
台南市後壁區竹新里新厝69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仁德服務 台南市仁德區中洲里中洲1之16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仁德服務 台南市仁德區中洲里中洲1之15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關廟服務 台南市龍崎區楠坑里楠坑12之1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關廟服務 台南市龍崎區楠坑里楠坑12之1號

國道高速公路局東山服務 台南市東山區枋子林74之6號

國道

高速

公路

各服

務區

合計



單位名 配送單位 配送地址

原民會 臺北市重慶北路2段172號11樓

原住民文化園區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04號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凱

達格蘭文化館
112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1號

基隆市原住民文化會館 202基隆市中正區正濱路116巷75號

新北市烏來泰雅民族博物館 233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烏來街12號

桃園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335桃園縣大溪鎮員林路一段29巷101號

新竹縣尖石鄉原住民文物館 313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二鄰36號

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民族文物館 311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16鄰331-1號

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353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16鄰向天湖25號

台中縣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428臺中市大雅區忠義里仁愛路69號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 500彰化市中山路三段266-1號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多功能文化館

暨產業中心
540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 708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472號

臺南市原住民文物館 710臺南市永康區永大二路88號3樓

高雄市那瑪夏區原住民文物館 849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平和巷170號

高雄市桃源區原住民文物館 848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南進巷180號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900屏東市豐榮街50巷7號

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文物館 902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中山巷59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原住民文化館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10

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 922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南和路289號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943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2巷28號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 267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60號

宜蘭縣南澳鄉泰雅文化館 272宜蘭縣南澳鄉蘇花路2段379巷2號

花蓮縣原住民文化館 970花蓮市民享裏北興路460號

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973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文化五街43號

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 974花蓮縣壽豐鄉光榮村光榮一街26號

花蓮縣萬榮鄉原住民文物館 979花蓮縣萬榮鄉萬榮村124號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978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五鄰2-10號

臺東縣成功鎮原住民文物館 961臺東縣成功鎮民富路43號

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957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平2鄰56號

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產業推展中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63號

原民會



單位名 配送單位 配送地址

中小企業處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95號3樓

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 40873台中市黎明路二段503號7樓

基隆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20147基隆市信二路224巷8號（產業發展

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24892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1號2樓之3

宜蘭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26060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一號

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3004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新竹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3樓

桃園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33001桃園市縣府路一號2樓

花蓮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苗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36001苗栗市府前路1號1樓

台中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40343台中市三民路一段158號8樓

南投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54050南投市中興路669號5樓

彰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50050彰化市中興路100號8樓

雲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5樓

嘉義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60006嘉義市中山路199號（市政府南棟大

嘉義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一號

台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70801台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15樓

屏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90001屏東市自由路527號1樓

高雄市中小企業服務中 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9樓

台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 95043台東市博愛路277號

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 11493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2號4樓 #REF!

經濟部



單位名 配送單位 配送地址

農委會 台北市南海路37號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宜蘭市凱旋里三鄰縣政北路1號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2樓

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 桃園市縣府路1號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3樓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6樓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嘉義縣政府農業處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南瀛大樓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台東縣政府農業處 台東市中山路276號3樓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新北市新店區精忠路10號

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22號

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南投市復興路350號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316號

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65號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花蓮市府後路26號

農委會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東埔溫泉風景區旅遊促進

會
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136-2號

信義鄉雙龍社區發展協會 信義鄉雙龍村光復巷32號

信義鄉望美社區合作社 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31號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11號

集集鎮公所觀光課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62號

信義鄉公所觀光所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47號

信義鄉桐林社區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太平巷44-1號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南投縣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古坑蜜蜂故事館 雲林縣古坑鄉湳子路88號

古坑華山遊客中心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41號

雲林布袋戲館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8號

劍湖山世界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67號05-

5828111

福祿壽觀光酒廠 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11號05-5823106-8

斗六火車站旅服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87號2樓

北港遊客中心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6號2樓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中山路40號05-

5826320

雲林縣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嘉義縣政府新聞行銷處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7號2樓

大阿里山旅客服務資訊

站

嘉義縣中埔鄉義仁村十字路205

號
阿里山旅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路59號

達邦遊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達邦106號

頂石棹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石棹2-7號

圓潭遊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竹崎鄉仁壽村交力坪84號

瑞太旅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幼葉林6鄰11號

布袋旅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61號

東石旅客服務中心（生

態展示館）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四鼓農場4

號

新港旅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新港鄉中正路1號

朴子旅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朴子市文明路10號

梅山旅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127號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1號

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嘉義市大雅路二段635號

嘉義縣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安平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790號 

南化區公所 71642 台南市南化區南化里230號

德元埤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柳營區神農里新厝100號

左鎮月世界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左鎮區岡林里31號(前岡林分校) 

葫蘆埤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官田區隆田里中山路二段207號 

七股鹽田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52號

無米樂旅遊服務中心 臺南市後壁區菁寮75號 

台南市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茂林區公所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11號

桃源區公所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北進巷1號

那瑪夏區公所 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平和巷164號

六龜區公所 高雄市六龜區六龜里民治路18號

甲仙區公所 高雄市甲仙區中山路50號

杉林區公所 高雄市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6號

旗山區公所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9號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號4樓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390號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2樓

高雄市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推動委員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

旗津輪渡站旅遊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津區海岸二路10號

愛河旅遊服務中心 國賓飯店斜對面）

美麗島旅遊服務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美麗島

捷運站三號出口旁）

蓮池潭旅遊服務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10號（龍虎塔

高雄捷運紅線R3小港站 小港區沿海一路280號地下一樓

高雄捷運紅線R4高雄國際機 小港區中山四路2之2號地下一樓

高雄捷運紅線R4A草衙站 前鎮區翠亨南路555號地下一樓

高雄捷運紅線R5前鎮高中站 前鎮區翠亨北路225號地下一樓

高雄捷運紅線R6凱旋站 前鎮區中山三路1號地下一樓

高雄捷運紅線R7獅甲站 前鎮區中山三路150號 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8三多商圈站 苓雅區中山二路268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9中央公園站 前金區中山一路11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0美麗島站 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1高雄車站 三民區建國二路320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2後驛站 三民區博愛一路220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3凹子底站 鼓山區博愛二路21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4巨蛋站 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5生態園區 左營區博愛三路435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6左營站 左營區高鐵路107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紅線R17世運站 楠梓區宏南里1鄰左楠路1號

高雄捷運紅線R18油廠國小 楠梓區宏南里1鄰左楠路6號

高雄捷運紅線R19楠梓加工 楠梓區加昌路 598 號

高雄捷運紅線R20後勁站 楠梓區金田里18鄰加昌路178號

高雄捷運紅線R21都會公園 楠梓區惠豐里009鄰高楠公路1835號

高雄捷運紅線R22青埔站 橋頭區經武路20號

高雄捷運紅線R22A橋頭糖廠 橋頭區興糖路19號

高雄捷運紅線R23橋頭火車 橋頭區站前街12之1號

高雄捷運紅線R24南岡山 岡山區大遼里9鄰中山南路2號

高雄捷運橘線O1西子灣站 鼓山區臨海二路17-1號地下一層

高雄市



高雄捷運橘線O2鹽埕埔站 鹽埕區大勇路96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4市議會站 高雄市中正四路192-1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5美麗島站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6信義國小站 高雄市中正三路32之一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7文化中心站 高雄市中正三路45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8五塊厝站 高雄市中正一路286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9技擊館站 高雄市中正一路99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10衛武營站 高雄市中正一路2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11鳳山西站 鳳山區自由路281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12鳳山站 鳳山區光遠路446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13大東站 鳳山區光遠路226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14鳳山國中 鳳山區中山東路瑞竹里225號地下一層

高雄捷運橘線OT1大寮站 大寮區萬丹路129之1號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屏東縣議會 900屏東市忠孝路223號

屏東縣原住民處 900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屏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 900屏東市豐榮街50巷7號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588號

霧台鄉公所 (902)屏東縣霧臺鄉霧台村神山巷73號

三地門鄉公所 (901)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100號

牡丹鄉公所 (945)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26號

來義鄉公所 (922)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中正路94號

泰武鄉公所 (921)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佳平村169號

瑪家鄉公所 (903)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巷85號

屏東縣霧台鄉谷川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11鄰谷村巷13之1號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台鄉好茶村6鄰古茶柏安街19巷2號

屏東縣霧台鄉阿禮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台鄉阿禮村1鄰中秋巷2-3號

屏東縣霧台鄉吉露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台鄉吉露村1鄰前山巷12號

屏東縣霧台鄉佳暮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台鄉佳暮村4鄰光明巷14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4鄰53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村3鄰17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門社區發展協會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91巷1號

屏東縣三地門鄉德文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德文村10鄰65之1號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瑪家村7鄰11號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泰武鄉泰武村3鄰22號

屏東縣來義鄉丹林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丹林村33之1號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17鄰133號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一鄰8號

屏東縣來義鄉大後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大後路5-1號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高士路39號

屏東縣牡丹鄉中茄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2鄰茄芝路35號

屏東縣



號



縣市別 配送地點 配送地址 配送數

臺東縣政府觀光旅遊處

觀光遊憩科
台東市中山路276號 5,000

(舊站)台東旅服中心 臺東市鐵花路369號 1,500

(新站)台東旅服中心 臺東市岩灣路101巷598號 1,500

(航空站)台東旅服中心 臺東市民航路1100號 1,000

台東縣政府服務台 臺東市中山路276號 600

海端鄉公所 臺東縣海端鄉海端村3鄰山界43號 1,000

太麻里鄉公所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民權路58號 1,500

金峰鄉公所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135號 1,000

大武鄉公所 臺東縣大武鄉尚武村政通三街5號 400

達仁鄉公所 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9鄰復興路14 1,500

文化處服務台 臺東市南京路25號 1,000

臺東縣



配送單位 配送地址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龍江路23號3樓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78號11樓

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嘉義市山仔頂269-1號

宜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宜蘭市北津路2-24號1樓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台北市四平街20號6樓

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62號3樓之1

新北市觀光旅遊推廣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69號

桃園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桃園市中山路545號中山天廈17樓

新竹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新竹市中央路162巷1號7樓之1

苗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苗栗縣頭份鎮和平路117號

台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豐原區北屯路360號8樓之2

南投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南投市藍田街19號1樓

彰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彰化市中央路184號14樓之7

雲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斗南鎮永安街214號

嘉義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角408之19號

台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358號5樓之2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167號5樓

高雄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7樓之1

高雄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182號12樓之3

高雄市民宿發展協會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門14-2號

屏東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屏東市自立路254號

花蓮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花蓮市建國路286號

澎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馬公市案山里大賢街160號2樓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82號3樓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1號

鋼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配送單位 配送地址 配送數量配送單位

原民風味館 10461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181號 4,000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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