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特店名單

序號 店家名稱 地址 分類

1 川牛木石亭北門店 新竹市北門街145號 食

2 阿香小吃 新竹市西大路７０５號 食

3 合家樂商行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５４７號 其他

4 喜樂超市 新竹市北區光華二街６７號１樓 其他

5 川牛木石亭光復店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99號 食

6 家易企業 新竹市至善街35巷10號7樓 其他

7 鍾家大湯圓 寶山鄉雙新村寶新路一段４５９巷５０號 食

8 泉茂茶行 新竹市西門街１１５號 食

9 珈賀食堂 新竹市東區民權路２１５號 食

10 新合昌蔘藥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１２６號 食

11 大宏車行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582號 其他

12 勁男子髮藝 新竹市民富街318號 其他

13 木髮藝 新竹縣竹北市文田街３號 衣

14 川牛北門店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１４５號 食

15 川牛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５９９號 食

16 吉莉雅美妍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３１２巷４號 其他

17 堇玉閣 新竹市城北街６８號 其他

18 塔可手作 新竹市中央路９８號 食

19 早是吉 新竹市西門街１１７號 食

20 欣尋味 新竹市食品路６１號 食

21 永新興汽車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４２１號 其他

22 丼飯店 新竹市食品路１３４巷１號 食

23 高翠汽車 新竹市東區高峰路５０２號 行

24 明昌輪胎 新竹市民生路２５號 行

25 尚好機車行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２８５號１樓 行

26 康博中西藥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４４６－４號 其他

27 晶釉汽車美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１６４號 行

28 立可商行 新竹市公道五路三段708-3號 食

29 米淇洗衣店 新竹市北區磐石路３３號１樓 衣

30 千蕎幼兒園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４０５巷１５號 其他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特店名單

序號 店家名稱 地址 分類

31 喬蓮大飯店 新竹縣竹北市台元街３３號 住

32 明爐燒臘園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４６３及４６５號１樓 食

33 青春商行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３４２－１號 其他

34 漂亮寶貝 竹北市福德街５８巷２號 其他

35 美利達自行車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八街一段277號 行

36 阿惠豬肉屋 新竹縣竹北公有零售市場第二棟２２７號 食

37 老四川麵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５７５號 食

38 甘味坊水餃 竹北市仁愛街公有零售市埸４９號 食

39 大新電器 新竹市東區武昌街５８號 其他

40 大千美容 新竹市文昌街８０號 其他

41 永源工具行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６３５號 其他

42 茶棧總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４２９號 食

43 文全企業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４５號 其他

44 新復珍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６號 食

45 進吉食品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３１號 食

46 樹林食品號 竹市東區西門街２巷２號中央市場９０攤 食

47 潔希卡手作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５９巷２８號１２Ｆ之２ 食

48 禧樂丼飯 新竹市東區埔頂路９９巷２９號 食

49 大地攝影 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５段９號 其他

50 新銓車業行 新竹市香北一路１０號 行

51 鼎生食品 新竹市北區榮濱路６５號１樓 食

52 愛佳商行 新竹市北區榮濱路６５號 食

53 長谷企業社 新竹市牛埔南路５３６號 其他

54 欣昌汽車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２段６８３號 行

55 順福機車行 新竹市北區湳雅里武陵路１２１號１樓 行

56 欣欣男飾 新竹市北區民富街１６９號１樓 衣

57 指掌足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１７５巷１號１樓 其他

58 小雅髮廊 新竹市金竹路１３８號一樓 其他

59 景樺服飾 新竹市北區光華二街８９號 衣

60 好食在自助餐 新竹市武陵路７３巷２號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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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仲良食堂 新竹市大同路１１２號 食

62 泰利乾洗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２４８號 行

63 珍味香 新竹市北區新港三路１之９號 食

64 漾飲品 新竹市北區湳中街４８號 食

65 東城電腦 新竹市北區武陵路２４８巷之２號１樓 其他

66 可可髮屋 新竹市光華里光華北街４５號１樓 其他

67 馨豪客 新竹市湳中街35號 食

68 彩虹數位影像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３８９之１號 其他

69 紅頭店活蝦 新竹市東區世界街９７號 食

70 丰澤勇企業社 新竹縣芎林鄉上山村１９鄰光日路８６號１樓 食

71 小夫妻早餐 新竹縣芎林鄉文德路９號 食

72 新元電器行 新竹縣芎林鄉芎林村文化街５號 其他

73 永光鐘錶眼鏡行 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２３９號 衣

74 新美珍 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４０號 食

75 福興機車行 新竹縣寶山鄉寶新路一段４３號 行

76 萬湖機車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１０９８號 行

77 源德機車行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雙園路二段３１６號 行

78 寶園汽車 新竹縣寶山鄉環北路５５０號 行

79 新城風糖 寶山鄉新城村寶新路２段２５１巷２５號 食

80 杰倫克商行 新竹市明湖路４５２－１號 衣

81 全宏汽車 新竹市東區柴橋路１０號１樓 行

82 創新農莊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７７５巷５１－３號 食

83 米胖媽咪手作料理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４５４號１樓 食

84 愛去春樹 新竹市關新東路317號1樓 食

85 風信子美髮 新竹縣寶山鄉雙新村寶新路一段５９號 其他

86 傻師傅湯包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１０１２－１號 食

87 梅子指彩 新竹縣寶山鄉雙新村寶新路一段５５號 衣

88 金豐田汽車修理廠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2段180號 行

89 時睿客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２段２６０巷１弄１號 其他

90 眾禾企業社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９鄰雙園路二段２９０號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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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翰興修車廠 新竹縣寶山鄉雙新村寶新路１段２７３號 行

92 弘爺高翠店 新竹市高翠路３４５號 食

93 佳禾日式 新竹縣寶山鄉雙新村明湖路５７號 食

94 晉廣汽車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雙豐路２０號 行

95 日祥汽車 新竹縣寶山鄉大崎一路１９巷１６號之１ 行

96 福星手創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９７７之１號 食

97 大宥鹹酥雞 新竹縣寶山鄉明湖路１０１０號之１ 食

98 手持電話 新竹市東區高翠路３６５號 其他

99 日出客棧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１２４９號 食

100 胖胖米粉湯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１２４７號 食

101 尚弘汽車 新竹縣寶山鄉雙豐路１６９號 行

102 客雅堂企業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２段４０５號 其他

103 雙園快餐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一段２巷１７弄２０號 食

104 初夏茶飲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二段３３１號 食

105 艾菲思時尚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７８０號 其他

106 曼卡兒髮型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二段３７１號 衣

107 富榮五金 寶山鄉雙溪村雙園路二段１１２號 其他

108 大囍江山 新竹市北區江山街１７－２號 食

109 清美香飲食 新竹縣寶山路４３２號 食

110 陳吉霸味豬腳 新竹市高翠路２７１號 食

111 蘋果職人 新竹市食品路３０７號 其他

112 凱鑫車行 新竹市東區振興路１０８號之１ 行

113 幸福郭子餐 新竹市東區振興７７號１樓 食

114 黑沃咖啡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３５７號１樓 食

115 媽寶狗子美容 新竹市香山區香北路２２５巷８６號１樓 衣

116 卓力生活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４０１號 衣

117 新竹美利達(自由店) 新竹市博愛街３２號１Ｆ 行

118 舒妍美學館 新竹市西大路１５９號 其他

119 展躍體育 新竹市東光路２７號 其他

120 飛迅機車行 新竹市東區忠孝路１６９號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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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國揚通訊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２９９號 其他

122 石井機車精品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1號 行

123 薇薇藝術美甲 竹北市文田街3-1號 其他

124 亮亮通訊 新竹市中央路180號 其他

125 高裝檢汽車美容 新竹市東區埔頂路３５５號 行

126 永進車業 新竹市東區關東路１９５號 行

127 宸新鐘錶 新竹市西大路356號 其他

128 傳承客棧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421號 食

129 福康佳 桃園市平鎮區新成路４６號 其他

130 隆恩醫材 平鎮區新光路二段９巷７２弄２１０號１樓 其他

131 嘟羹美食 桃園市平鎮區中庸路１６號 食

132 金禾商行 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４３６－２號 其他

133 初戀黑糖珍奶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２６２巷２８號 食

134 金派克手工湯包 桃園市平鎮區中庸路319號 食

135 阿鴻生鮮 桃園市楊梅區三元街１６５號 食

136 享食堂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４６５號 食

137 童心鞋麗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４６１號 衣

138 茶的原味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２段５２號 食

139 饅旺早餐店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４４１號 食

140 沛本丸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４４３號 食

141 紅茶洋行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４６７號 食

142 宏誠車業行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93號 食

143 捷柏瑞科技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五街２號１樓 住

144 康宏健康 桃園市桃園區南豐三街１６號３樓之３ 食

145 協勝職人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１２５巷４２弄１５號 其他

146 酷媽咪自助 新竹市光華南街４０號 衣

147 杜老爹 新竹市東區建中一路８號 食

148 亞拉早餐坊 新竹市建功一路１９６號 食

149 源利汽車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３１２巷８號 行

150 江美麗婦產 新竹市建新路６６號７樓之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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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薇美麗健管 新竹市建新路６６號７樓之二 其他

152 宏禕汽車修理廠 新竹市東區忠孝路１９５號 行

153 冠穩車業 新竹市建新路１１號１樓 行

154 南大路包心粉圓 新竹市南大路４９３號 食

155 國勝海鮮 新竹市新源街４４巷１５號 食

156 美膜女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２００號１５０室 其他

157 棗子樹 新竹市東區建新路２３號１樓 食

158 山東饅頭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２１０號之３ 食

159 ３Ｑ脆皮雞 新竹市建功一路８號 食

160 大學書局 新竹市東區建功路１０號 其他

161 ＡＭＩＣＯ 新竹市大同路２１０號 其他

162 大俠綠豆沙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２９７號 食

163 家欣車業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１８鄰建新路９８號 行

164 三峽麵食館 新竹市水源街58號 食

165 森富食品行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３段６１２巷３９號１樓 食

166 Ａ９謝太太 新竹市新港三路１之９號 食

167 欣南寮租車 新竹市海濱路７９號 行

168 海天租車行 新竹市北區海濱路１４９號 行

169 歡喜買商行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４段２５號 其他

170 吳家麵 新竹市東大路4段28號 食

171 第一碗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４段２６２號 食

172 淳翊 新竹縣竹北市新國街５０巷１２號 食

173  C22 C23 李仁馨 新竹市新港三路１之９號(NO.C22，C23) 食

174 志明船長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４段２３１號 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