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固特異「固特異 安心五顧保固專案」之店家列表

台北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中正廠

車麗屋台北承德店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泉州街22號
電話：02-23370622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303號
電話：02-8979738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439號
電話：02-25090778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50號
電話：02-25977707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136號
電話：02-25160966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66號
電話：02-87513868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17號
電話：02-23932286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118號
電話：02-27925444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97號
電話：02-23213576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86號
電話：02-27919392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452號
電話：02-25911688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97號
電話：02-28289333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松江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濱江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立大輪胎館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偉盛輪胎館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競順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漢豐輪胎館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34號
電話：02-26575768

固特異精英店-宏吉輪胎館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274號
電話：02-27922134

固特異精英店-上輪輪胎館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1號
電話：02-27615109

固特異精英店-懷念輪胎行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97號
電話：02-27621798

固特異精英店-鴻瑋輪胎行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35號
電話：02-27272264

車麗屋台北松江店

車麗屋台北內湖店

金弘笙台北內湖店

新焦點台北內湖店

新焦點台北士林店

Honda Cars 內湖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19號
電話：02-26583966 #213 #214

Honda Cars 北投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258號
電話：02-28981919 #206

Honda Cars 濱江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濱江街211號
電話：02-25020100 #211

Honda Cars 松山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1號
電話：02-25288383 #206

Honda Cars 南港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02號
電話：02-27890158 #206

固特異精英店-玉成輪胎館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路一段159號
電話：02-27882296

基隆

固特異精英店-樺永輪胎館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33-4號
電話：02-23918591

固特異精英店-順元輪胎館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75-177號
電話：02-25852261

車麗屋台北內湖行忠店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69號
電話：02-27900288

固特異精英店-泓銘輪胎館
地址：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89號
電話：02-24265662

固特異精英店-順進輪胎館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10號
電話：02-24311789

車麗屋基隆中正店
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8號
電話：02-24260119

台灣固特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0 號 7樓
服務專線.

886 -2 -29512098

參與固特異「固特異 安心五顧保固專案」之店家列表
新北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三重廠

車麗屋林口忠孝店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19號
電話：02-29865558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132號
電話：02-89787757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2號
電話：02-86919979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300號
電話：02-26027067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01號
電話：02-22080932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頭前路1號
電話：02-89785557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03號
電話：02-22181851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31號
電話：02-89796269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富貴路3號 (富貴森林公園)
電話：02-26037777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77號
電話：02-89535377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67號
電話：0918-018276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218號
電話：02-22617890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265-267號
電話：0958-623963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355之4號 (安坑交流道)
電話：02-22129555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汐止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新樹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新店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小李輪胎館林口店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億鑫輪胎館(三重)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億鑫輪胎館(三峽)
固特異精英店-振吉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42-3號
電話：02-22513545

固特異精英店-宏程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532-1號
電話：02-26898822

固特異精英店-蘆洲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21號
電話：02-22830251

固特異精英店-銓鑫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98號
電話：02-82868585

固特異精英店-佳林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51號
電話：02-89812787

固特異精英店-力錸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369號
電話：02-29064512

固特異精英店-驊慶輪胎館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230號
電話：02-26959222

車麗屋新北蘆洲店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407號
電話：02-22829000

車麗屋林口中山店

車麗屋新莊三重店

車麗屋新店中興店

車麗屋新北板橋店

車麗屋新北土城店

新焦點安康門市

Honda Cars 汐止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56-2號
電話：02-26472525 #110

Honda Cars 新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二段119號
電話：02-22112222 #209 #210

Honda Cars 中和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1155號
電話：02-22210258 #313~6

Honda Cars 板橋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01號
電話：02-22555859 (1F) #233 (2F) #221~2

Honda Cars 永和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
電話：02-29220908 #217 #218

Honda Cars 新莊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318號
電話：02-85225030 #381~2

Honda Cars 三重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環河北路二段188號
電話：02-89881848 #239

Honda Cars 土城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2號
電話：02-82622000 #215

車麗屋新北林口店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94巷12號
電話：02-89787757

台灣固特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0 號 7樓
服務專線.

886 -2 -29512098

參與固特異「固特異 安心五顧保固專案」之店家列表

桃園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漢中廠

固特異精英店-艾爾伯輪胎館

金弘笙桃園經國店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漢中路111號
電話：03-3663995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中興路131號
電話：03-3239258

地址：桃園市經國路402號
電話：03-2631444

固特異精英店-天翔輪胎館

新焦點桃園大園店

地址：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68號
電話：03-3221699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151號
電話：03-4552747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民生南路175號
電話：03-3850595

固特異精英店-維豐輪胎館

新焦點中壢中華店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348號
電話：03-2810533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普忠路765號
電話：03-4381288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810號
電話：03-4615708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南崁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平鎮廠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嘉輪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387號
電話：03-3710288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穩達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5號1F
電話：03-4026585

固特異精英店-弘益輪胎館

新焦點中壢環中店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246號
電話：03-4920490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二段695號
電話：03-4573477

固特異精英店-民益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中山路166號
電話：03-4782563

固特異精英店-龍華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永福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04號
電話：03-82090050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189號
電話：03-4754142

固特異精英店-金安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百翊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117號
電話：03-3015551

固特異精英店-柏泰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644號
電話：03-3555859

固特異精英店-冠德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一段439號
電話：03-3072666

固特異精英店-協昌輪胎館
地址：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二段66號
電話：03-3830330

Honda Cars 中壢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50號
電話：03-4334567 / 4335959 (專線)

車麗屋桃園八德店

Honda Cars 平鎮

地址：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666號
電話：03-2860858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南路88號
電話：03-6106060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13-1號
電話：03-4391111 #230

車麗屋桃園楊梅店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18號
電話：03-2866999

苗栗
車麗屋新竹中華店

地址：新竹市食品路1號
電話：03-5165788 / 5726699

金弘笙新竹竹北店

Honda Cars 經國

車麗屋桃園中壢店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福興一路160號
電話：03-5585376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56-1號
電話：03-5957836

地址：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289號
電話：03-4785699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66號
電話：03-2868119

地址：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一段208號
電話：03-5317555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合群輪胎館

Honda Cars 楊梅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668號
電話：03-3269999 #230

地址：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311號
電話：03-5152966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小李輪胎館竹北店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55號
電話：03-3479999

地址：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553號
電話：03-4779466

新竹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金讚汽車保修經國廠

Honda Cars 桃園

Honda Cars 新竹
Honda Cars 竹北

Honda Cars 頭份

地址：苗栗縣竹南鎮永貞路三段31號
電話：037-626199

Honda Cars 苗栗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528號
電話：037-372088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636號
電話：03-5516075

Honda Cars 竹東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一段175號
電話：03-5824217

台灣固特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0 號 7樓
服務專線.

886 -2 -29512098

參與固特異「固特異 安心五顧保固專案」之店家列表
台中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欣興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457號
電話：04-26628918

彰化
金弘笙台中市政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690號
電話：04-22515959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力正輪胎館

地址：彰化縣秀水鄉彰鹿路619號
電話：04-7699300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台北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弘晟輪胎館

旭益台中文心店

地址：台中市東區旱溪東路一段468號
電話：04-22153728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275號
(文心秀泰旁)
電話：04-24751717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186-7號
電話：04-7625766

旭益台中梧棲店

地址：彰化縣福興鄉員鹿路二段442號
電話：04-7777355

固特異精英店-順盛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東區旱溪街388號
電話：04-22137172

固特異精英店-建興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89號
電話：04-22347847

固特異精英店-塑騰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601號
電話：04-22654909

固特異精英店-三越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40號
電話：04-23110052

固特異精英店-協昌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392號
電話：04-23152770

固特異精英店-順發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271號
電話：04-22326437

固特異精英店-正豐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二段251號
電話：0937-766594

固特異精英店-長圓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575號
電話：04-24733995

固特異精英店-馨鴻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467號
電話：04-25317788

固特異精英店-大昌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梧棲區臺灣大道九段88號
電話：04-26563570

固特異精英店-振興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602號
電話：04-25872235

固特異精英店-尚欣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一段636號
電話：04-25205378

車麗屋台中朝馬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67號
電話：04-22555328

車麗屋台中崇德店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二段225號
電話：04-23690388

地址：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二段280號
電話：04-26652199

旭益台中中科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255-9號
(近福雅路黃昏市場500公尺)
電話：04-24627000

旭益台中太平店
地址：台中市東區精武東路116-1號
(東英十七街&三賢街交接口停車場)
電話：04-22111103

旭益台中豐原店

固特異精英店-南昱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冠奕輪胎館
地址：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中正路58號
電話：04-7781555

固特異精英店-全品輪胎館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173號
電話：04-7720246

固特異精英店-勝隆輪胎館
地址：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一段710號
電話：04-8221415

固特異精英店-宏昇輪胎館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一段693號
(近豐原捲菸研發製造工廠)
電話：04-25331155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645號
電話：04-8335120

地址：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33號
電話：04-22417758 #332 #333

地址：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543號
電話：04-8735353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三段418號
電話：04-23821866 #5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198號
電話：04-7268999

地址：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159號
電話：04-23382255 #5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莒光路555號
電話：04-8380198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一段77號
電話：04-24069933 #3

地址：彰化市金馬路一段670號
電話：04-7354544

地址：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666號
電話：04-26567935

地址：彰化市中央路225號
電話：04-7510022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111號
電話：04-23175318 / 23155745(BP廠：游S)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三段158號
(近員林拖吊場)
電話：04-8319399

Honda Cars 北台中
Honda Cars 中台中
Honda Cars 南台中
Honda Cars 大里
Honda Cars 沙鹿
Honda Cars 河南
Honda Cars 豐原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翁子里豐勢路一段566號
電話：04-25132111

Honda Cars 太平

地址：台中市東區振興路276號
電話：04-22153001 #25

固特異精英店-日新輪胎館

車麗屋彰化金馬店

車麗屋彰化員林店

金弘笙彰化金馬店

旭益台中彰化店

旭益彰化員林店

Honda Cars 員林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二段556號
電話：04-8369922 #115

Honda Cars 彰化

地址：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87號
電話：04-7331678 #112 #113

Honda Cars 鹿港

地址：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中正路90號
電話：04-7760500 #18

台灣固特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0 號 7樓
服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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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固特異「固特異 安心五顧保固專案」之店家列表

南投

台南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新昇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良行輪胎館

車之輪台南中華店

地址：台南市中區健康路一段60號
電話：06-2148607

地址：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35號
電話：06-2896898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民權西路71號
電話：04-92320729

旭益南投草屯店

固特異精英店-準豐輪胎館

車之輪台南歸仁店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博愛路493號
電話：04-92365566

地址：台南市東區崇明路600號
電話：06-2602858

地址：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666號
電話：06-2309358

Honda Cars 草屯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211-12號
電話：049-2325299 #47

雲林
真便宜雲林斗六店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267號
電話：05-5353111

車之輪斗南門市

固特異精英店-國安輪胎館

新焦點台南永華店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257號
電話：06-2561690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27號
電話：06-2958907

車麗屋台南新營店

新焦點台南安南店

地址：台南市新營區民生路172號
電話：06-3000668

地址：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116號
電話：06-3556961

車麗屋台南中華店

Honda Cars 東台南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76號
電話：06-2958198

地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418號
電話：06-2600678 #211 #212

金弘笙台南永康店

Honda Cars 西台南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199號
電話：06-2434444

真便宜台南永康店

地址：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6號
電話：05-5952108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633號
電話：06-2435199

Honda Cars 斗南

真便宜台南新營店

地址：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一段100號
電話：05-5953636 #371

地址：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312號
電話：06-6595333

Honda Cars 斗六

車之輪台南永華店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二段9號
電話：05-5333456 #370

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433號
電話：06-2990139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675號
電話：06-3506788
06-3505699 (專線) #117 #118

Honda Cars 永康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415號
電話：06-2535757
06-2530801 (專線) #118 #119

Honda Cars 歸仁

地址：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359號
電話：06-2395555
06-2391234 (專線) #117 #118

車之輪台南永大店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655號
電話：06-2037375

嘉義
固特異精英店-遠東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冠盈輪胎館

車麗屋嘉義店

地址：嘉義市驛站里永和街132號
電話：05-2226627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303-1號
電話：05-2063522

地址：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160號
電話：05-2949568

固特異精英店-驣駒輪胎館

車之輪嘉西門市

地址：嘉義市西區興達路357號
電話：05-2339911

地址：嘉義市西區北港路303號
電話：05-2813939

Honda Cars 嘉義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750號
電話：05-2771357 / 2767123 (專線)

台灣固特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0 號 7樓
服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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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固特異「固特異 安心五顧保固專案」之店家列表
高雄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展順輪胎館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5號
電話：07-3873218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南一輪胎館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54號
電話：07-3313750

屏東
真便宜高雄建國店

固特異精英店-新鴻輪輪胎館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70號
電話：07-7113380

地址：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25-219號
電話：08-8339966

真便宜高雄小港一店

真便宜屏東建國店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103號
電話：07-8036780

地址：屏東市安鎮里大豐一路1號
電話：08-7535050

固特異精英店-輪胎世家輪胎館(鳳屏店)

真便宜高雄小港二店

真便宜屏東忠孝店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1號
電話：07-7021236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55-2號
電話：07-8062841

地址：屏東市忠孝路198號
電話：08-7336386

固特異精英店-宏易輪胎館

車之輪高雄岡山店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672號
電話：07-3111414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26號
電話：07-6245886

Honda Cars 屏東

地址：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382號
電話：08-7552000

Honda Cars 潮州

固特異精英店-速捷輪胎館

車之輪高雄民權店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126號
電話：07-3550380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91號
電話：07-3343789

固特異精英店-林園輪胎館

Honda Cars 左營

地址：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四段100號
電話：07-6431594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568號
電話：07-3502655 #125 #126

固特異精英店-吉誠輪胎館

Honda Cars 大順

地址：屏東縣潮州鎮北門路329號
電話：08-7892770

宜蘭

地址：高雄市湖內區環球路736號
電話：07-6935905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77號
電話：07-3852655 #236

固特異精英店-呈昕輪胎館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17號
電話：07-3425881

Honda Cars 前鎮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28號
電話：07-3331536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三段318號
電話：03-9873336

固特異精英店-佑笙輪胎館

固特異AUTOCARE旗艦店-百司特輪胎館

固特異精英店-永玖輪胎館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鳳甲二街50之1號
電話：07-7926234

Honda Cars 九如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進士路92號
電話：03-9334742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6號
電話：07-8626888 #219 #220

固特異精英店-安泰輪胎館

Honda Cars 鳳山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光榮路112號
電話：03-9501166

Honda Cars 自由

地址：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325號
電話：03-9789379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23號
電話：07-8013565

金弘笙高雄九如店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01號
電話：07-3974444

金弘笙高雄巨蛋店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03號
電話：07-7252140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30號
電話：07-3926611 #17 #18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225號
電話：07-3419944

車麗屋高雄鳳山店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61號
電話：07-2620968

固特異精英店-佑安輪胎館

車麗屋宜蘭中山店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327號
電話：03-9285688

新焦點羅東店

花蓮

真便宜高雄岡山店

真便宜花蓮店

地址：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50號
電話：07-6242696

地址：花蓮市吉安鄉中央路三段523號
電話：03-8560123

真便宜左營曾子店

新焦點花蓮中央店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120號
電話：07-3436388

地址：花蓮市中央路四段22號
電話：03-8460565

真便宜左營大中店

Honda Cars 花蓮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318號
電話：07-3504023

固特異精英店-吉慶輪胎館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168號
電話：03-8539966 #122

地址：宜蘭縣五結鄉福興村光榮北路38號
電話：03-9605076

Honda Cars 宜蘭

地址：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五段247號
電話：039-289800 #111

台東
Honda Cars 台東

地址：台東縣台東市大德路20號
電話：08-9360575 #15

台灣固特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板橋區三民路一段 210 號 7樓
服務專線.

886 -2 -29512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