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A 水材專門店資訊
[雙北地區]
[台北市]
賀阡企業-重北店
偉能
水之緣興業
豪億國際興業
賀阡企業-內湖店

10357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71號
10448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5巷43號5樓之7
10470 台北市中山區中原街145號
11151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50號
11447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09號

[新北市]
松下生活企業
井元國際
菉水
北新淨水
北和淨水器
立川企業社
安麗科技
日月光淨水
北大泉淨水器材
宏仁電器行
賀阡企業-總公司
賀阡企業-新莊店
廉順企業
秦佑企業
傑克利淨水器材
賀阡企業-蘆洲店

22047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45號
22161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號
22184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68號
2314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76號
23575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35號
23661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166巷1弄8號
23664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65之1號
23666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125號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36號
24151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五段50號
24158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92號8樓
24247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21號
24251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三段39號
24257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47-7號7樓
24448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102號
24765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711號

更新時間：2019/01/17

BRITA 水材專門店資訊
[基隆/桃園/新竹地區]
[基隆]
尚群電器
淨泉國際企業社

20250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45號1樓
20448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二街15號B棟(商店街)

[桃園]

松下淨水企業
艾克米淨水科技
賀民淨水企業
康泉淨水企業社
金發達電器
水博士國際事業
賀阡企業-桃園店

32055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36號1樓
32083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30號
32083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852號
32658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路二段158號
33055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186號
33072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950號
33392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32號

[新竹]
順安水電行
佳濾淂企業
雄皓工程

30074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05號
30264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五街75號
30345 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530巷90號

更新時間：2019/01/17

BRITA 水材專門店資訊
[台中/彰化/嘉義地區]
[台中市]
晨利電業行(水達人十甲店)
津聖淨水實業
佑瑄
邑宸商行
泉豐實業-總公司
泉豐實業-君悅門市
泉豐實業-忠明門市
天溢
泉豐實業-文心南五門市
台灣水科技(水達人)
源泉淨化科技
淨園水設備-總公司
淨園水設備
淨園水設備-二店

40149 台中市東區十甲東路200號
40246 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724號
40257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7號
40352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218號
40356 台中市西區向上一街2號
40361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118號
40466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456號
40653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220號
40855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295號
41262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二段67號
41449 台中市烏日區大同路36號
43252 台中市大肚區仁德路66西一巷8號
43350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328號
43352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197號

[彰化縣]
淨園水設備-員林店

51052 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330號

[嘉義縣/市]
上品水工社
富山淨水-嘉義松下
巧連環生活科技事業社
富山淨水-嘉義門市
優沛企業社

60041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63號
60062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四段318號
60075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722之35號
60088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5號之
61257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18鄰北港路二段441號

更新時間：2019/01/17

BRITA 水材專門店資訊
[台南/高雄]
[台南市]
富山淨水-台南成功
健康淨水
富山淨水-台南中華
新永安生活淨水
富山淨水-台南健康
涵琴國際實業
晁慶國際企業(台南店)
宏華濾水器材
精璽企業
晁慶國際企業(永康店)
富山淨水-仁德特力屋
庄好水淨水
富山淨水-台南新市

70057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70號
70150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一段221號
70168 台南市東區中華路三段26號
70261 台南市南區萬年路35-1號
70262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122號
70444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209號1樓
70465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二段156號
70845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458號
70960 台南市安南區仁安路200號
71071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97號
71742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99號
73051 台南市新營區民生路129之1號
74441 台南市新市區信義街32號

[高雄市]
富山淨水-苓雅青年
富山淨水-苓雅武廟
富山淨水-前鎮草衙道
富山淨水-鼓山榮華
富山淨水-高雄夢時代
升威淨水器材行
富山淨水-三民覺民
富山淨水-三民大順
富山淨水-民族大樂
晁慶國際企業(高雄店)
富山淨水-楠梓右昌
悅盛企業社
富山淨水-總公司
富山淨水-左營明誠
富山淨水-博愛保得
富山淨水-鳯山文化
富山淨水-鳯山青年
富山淨水-鳯山五甲

80252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79號
80289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05號
80454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100號大道東3樓
80454 高雄市鼓山區榮華路412號
80661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2
80743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100號
80773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8號
80787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26號
80794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B1
80794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706號
81149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968號
81268 高雄市小港區濟南里宏平路368號
81357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107-3號
81358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15號
81369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路228號
83045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69-1號
83069 高雄市鳯山區青年路一段346號
83084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90號

更新時間：2019/01/17

BRITA 水材專門店資訊
[南部地區]
[宜蘭]
松下健康生活科技-中山店
長生淨水生活館
花東淨水
松下健康生活科技-羅東店
力健國際企業
力健國際企業-3店

26044 宜蘭縣宜蘭市東門里中山路三段128號
26046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06-1號
26054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460號
26547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58號
26550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96號
26563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一段198號

[花蓮]
洄瀾淨水企業社

97353 花蓮縣吉安鄉鄉東里11街45-1號

[屏東]
富山淨水-屏東自由
富山淨水-屏東東港

90079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99-2號
92842 屏東縣東港鎮明德路32號

[金門]
友誠汽車行

89345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39-8號

更新時間：2019/01/17

BRITA 百貨專櫃資訊
[台北]

[台中]

•

SOGO百貨忠孝館 8樓

•

台中 中友百貨 10樓

•

SOGO百貨復興館 8樓

•

台中 新光三越中港店 7樓

•

SOGO百貨天母店 6樓

•

台中大遠百 9樓

•

新光三越信義A8館 7樓

•

京華城購物中心 6樓

[台南/高雄]

•

板橋遠東百貨 10樓

•

台南 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 B1

•

板橋大遠百 7樓

•

高雄 漢神巨蛋 B1

•

高雄 大遠百 10樓

[新竹]
•

新竹 大遠百 5樓

•

新竹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6樓

更新時間：2019/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