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固定發行

月刊30,000份

摺頁15,000份

6月號《文化快遞》索閱點
南港展覽館－動物園（捷運站）

地址

南港展覽館 捷運站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2號

南港軟體園區 捷運站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3號

東湖 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35號

葫洲 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6號

大湖公園 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11號

內湖 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86號

文德 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4號

港墘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63號

西湖 捷運站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56號

劍南路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798號

大直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4-1號

松山機場 捷運站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38號

中山國 中捷運站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76號

南京復興 捷運站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3號

忠孝復興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86號

大安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號

科技大樓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35號

六張犁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168號

麟光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410號

辛亥捷 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128號

萬芳醫院 捷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3號

萬芳社區 捷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萬芳路60號

木柵 捷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四段135號

動物園 捷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2號

南港展覽館—永寧（捷運站）

地址

南港展覽館 捷運站（板南線）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2號

南港 捷運站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80號

昆陽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451號

後山埤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2號

永春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455號

市政府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2號

國父紀念館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400號

忠孝敦化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82號

忠孝復興 捷運站 (板南線)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86號

忠孝新生 捷運站(板南線)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67號

善導寺 捷運站

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58號B1

臺北車站 捷運站(板南線)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

西門 捷運站(板南線)

臺北市寶慶路32之一號B1

龍山寺 捷運站

臺北市西園路一段153號

江子翠 捷運站

新北市板橋區忠翠里9鄰文化路二段296號B1,B2

新埔 捷運站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2號

板橋 捷運站

新北市板橋區站前路5號B1

府中捷運站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193號B1

亞東醫院 捷運站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7號B1

2018.05.25

海山 捷運站

新北市土城區樂利街16號B2

土城 捷運站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一段105號B1

永寧 捷運站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105號B1

淡水—象山（捷運站）

地址

淡水 捷運站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紅樹林 捷運站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68號

竹圍 捷運站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50號

關渡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296巷51號

忠義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301號

復興崗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三段53巷10號

北投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號

北投 捷運站（新北投線）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號

新北投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700號

奇岩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三合街二段487號

唭哩岸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二段301號

石牌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200號

明德 捷運站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95號

芝山 捷運站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70號

士林 捷運站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號

劍潭 捷運站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5號

圓山 捷運站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9-1號

民權西路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72號

雙連 捷運站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7號

中山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6號

臺北車站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

臺大醫院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52號

中正紀念堂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1號

大安森林公園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00號B1

大安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號

信義安和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12之1號B1

台北101/世貿 捷運站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20號B1

象山 捷運站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2號B1

松山—新店（捷運站）

地址

松山站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42號

南京三民 捷運站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37號

小巨蛋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0之1號

北門 捷運站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0號

西門 捷運站

臺北市寶慶路32之一號B1

小南門 捷運站

臺北市愛國西路22號B1

古亭捷運站（淡水線）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64-1號

臺電大樓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126-5號B1

公館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64-1號B1

萬隆 捷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14號

景美 捷運站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16號

大坪林 捷運站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90號

七張 捷運站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50號

小碧潭 捷運站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51號4樓

新店區公所 捷運站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295號

新店 捷運站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2號

中正紀念堂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1號

中和—新蘆（捷運站）

地址

南勢角捷運站

新北市永和市捷運路6號

景安捷運站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86號

永安市場捷運站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88號

頂溪捷運站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68號

古亭 捷運站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64-1號

東門 捷運站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66號B1

忠孝新生 捷運站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67號

松江南京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6號B1

行天宮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6號B1

中山國小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71號B1

民權西路 捷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72號

大橋頭 捷運站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223號B1

三重國小 捷運站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5號B1

三和國中 捷運站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7號B1

徐匯中學 捷運站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3號B1

三民高中 捷運站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05號B1

蘆洲 捷運站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386號B1

台北橋 捷運站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一段108號B1

菜寮 捷運站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50號B1

三重 捷運站

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36號B1

先嗇宮 捷運站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15號B1

頭前庄 捷運站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8號B1

新莊 捷運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38號B1

輔大 捷運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之1號B1

丹鳳 捷運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624之1號B1

迴龍 捷運站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58號B1

高鐵站

地址

臺灣高鐵臺北站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1樓

臺灣高鐵板橋站

新北市板橋區市民大道二段7號1樓

臺灣高鐵桃園站

桃園縣中壢市青埔里高鐵北路一段6號

臺灣高鐵新竹站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號

臺灣高鐵臺中站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村3鄰站區二路8號

臺灣高鐵嘉義站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高鐵西路168號

臺灣高鐵臺南站

臺南區歸仁區沙崙村9鄰歸仁大道100號

臺灣高鐵左營站

高雄市左營區饕鐵路105號

臺灣高鐵苗栗站

苗栗縣後龍鎮高鐵三路268號

臺灣高鐵彰化站

彰化縣田中鎮站區路二段99號

臺灣高鐵雲林站

雲林縣虎尾鎮站前東路301號

臺灣高鐵南港站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313號

機場

地址

松山機場國際線服務臺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9號
遠東航空-臺北國際航空站（松山機場）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號遠航櫃台
華信航空（松山機場）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405巷123弄3號
觀光局桃園國際機場旅遊服務中心（第1航廈）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15號(第1航廈)
觀光局桃園國際機場旅遊服務中心（第2航廈）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9號(第2航廈)

旅遊服務中心

地址

捷運劍潭站旅遊服務中心
美麗華遊客中心
臺北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捷運北投站旅遊服務中心
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
捷運西門站旅遊服務中心
大稻埕遊客中心

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65號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
臺北市北平西路3號
臺北市光明路1號
臺北市敦化北路240號1樓
臺北市寶慶路32-1號B1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44號

圖書館

地址

北市圖書館力王貫英紀念館
北市圖書館力行分館
北市圖書館三民分館
北市圖書館三興圖書館
北市圖書館大同分館期刊室
北市圖書館大安分館
北市圖書館大直分館
北市圖書館中山分館
北市圖書館中崙分館
北市圖書館內湖分館
北市圖書館六合分館
北市圖書館天母分館
北市圖書館文山分館
北市圖書館木柵分館
北市圖書館永明民眾閱覽處
北市圖書館永建分館
北市圖書館永春分館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北市圖書館石牌分館
北市圖書館吉利分館
北市圖書館安康民眾閱覽處
北市圖書館西湖分館
北市圖書館西園分館
北市圖書館秀山民眾閱覽室
北市圖書館延平分館
北市圖書館延吉民眾閱覽處
北市圖書館東湖分館
北市圖書館東園分館
北市圖書館松山分館
北市圖書館長安分館
北市圖書館南港分館
北市圖書館城中分館
北市圖書館建成分館
北市圖書館恆安民眾閱覽室
北市圖書館柳鄉民眾閱覽處
北市圖書館清江分館
北市圖書館景美分館
北市圖書館景新分館
北市圖書館萬芳民眾閱覽處
北市圖書館萬興分館
北市圖書館葫蘆堵分館
北市圖書館道藩分館
北市圖書館稻香分館
北市圖書館萬華分館
北市圖書館舊庄分館
北市圖書館成功民眾閱覽處
北市圖書館蘭州民眾閱覽處
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敦化本館

臺北市汀州路二段265號
臺北市一壽街22號5樓
臺北市民生東路五段163-1號5樓
臺北市吳興街156巷6號4樓
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318號
臺北市辛亥路三段223號4樓
臺北市大直街25號3樓
臺北市松江路367號8樓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229號8樓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99號6樓
臺北市松仁路240巷19號3-5樓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154巷6號3樓
臺北市興隆路二段160號7樓
臺北市保儀路13巷3號3樓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115號7樓
臺北市木柵路一段177號4樓
臺北市松山路294號3樓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5號(士林官邸大門斜對面)
臺北市明德街208巷5號3-10樓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一段366號6樓
臺北市興隆路四段105巷1號4樓
臺北市內湖路一段594號
臺北市興寧街6號4樓
臺北市中和街534號5-9樓
臺北市保安街47號
臺北市延吉街236巷17號3樓
臺北市五分街6號
臺北市東園街199號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688號6樓
臺北市長安西路3號4樓
臺北市南港路一段287巷4弄10號2樓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46號3樓
臺北市民生西路198號4樓
臺北市民權東路一段71巷19號
臺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02號4樓
臺北市公館路198號3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176巷50號2樓
臺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51號7樓
臺北市萬美街一段25號1樓
臺北市萬壽路27號4樓
臺北市延平北路五段136巷1號5樓
臺北市辛亥路三段11號3樓
臺北市稻香路81號3樓
臺北市東園街19號5樓
臺北市南港區舊庄街一段91巷11號2樓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11巷29號4樓
臺北市昌吉街57號4樓
臺北市敦化北路120巷9號

行天宮圖書舘松江分舘
國家圖書館 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
國家圖書館附設資訊圖書館
臺北市立圖書總館
臺北市議會圖書館
北市圖書館啟明分館
北市圖書館民生分館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9號
臺北市延平南路156號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3樓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25號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507號8樓
臺北市敦化北路155巷76號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99巷5號4樓

展覽館所

地址

松山文創園區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社會教育館）
國立國父紀念館
1839當代藝廊
客家文化會館
恆昶藝廊
臺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
紫藤廬
當代傳奇劇場
新樂園藝術空間
臺北自來水園區
撫臺街洋樓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文教組
伊通公園
文水藝文中心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金車文藝中心南京館
袖珍博物館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
李國鼎故居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郵政博物館
台灣博物館南門園區
紀州庵文學森林
The Wall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金車藝術空間
孟焦畫坊
錢穆故居
雅逸藝術中心
蘇荷兒童美術館(天母教室)
鳳甲美術館
光點臺北-臺北之家
台北當代藝術館
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
北投文物館
北投溫泉博物館
關渡美術館
凱達格蘭文化館
VT Artsalon 非常廟藝文空間
台原亞洲偶戲博物館
女性影像學會
紀錄片工會
爵士攝影藝廊

臺北市光復南路133號2樓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25號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505號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38號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36號1樓
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19巷3號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臺北市寧波西街72號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15-2號
臺北市思源街1號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6號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4號
臺北市北平東路7號
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3號
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2號
臺北市中山南路21號
臺北市伊通街41號2樓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24號9樓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8號
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號3樓
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段96號B1
臺北市徐州路46號
臺北市中正區泰安街2巷3號
臺北市南海路47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45號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一號
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200號B1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230巷14弄2號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131號4樓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路17-2號1樓
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街72號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0巷8號
臺北市天母西50巷20號B1
臺北市大業路166號11樓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8號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9號
臺北市至善路二段282號
臺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32號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2號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1號
臺北市新生北路三段56巷17號B1
臺北市臺北市西寧北路79號
臺北市興城街10巷16號3樓
臺北市興城街10巷16號2樓
臺北市八德路二段433號2樓

臺北偶戲館
林語堂故居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文山劇場
草山行館
臺灣音樂館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新富町文化市場
新芳春行
新北投車站

臺北市市民大道五段99號2樓
臺北市仰德大道道二段141號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32號
臺北市北投區湖底路89號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51號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41號
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70號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9號
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1號

表演空間

地址

童年空間親子成長館
華山1914文創園區
中山堂管理組
功學社(博愛門市)
如果兒童劇團
海邊的卡夫卡
河岸留言
國家兩廳院
藍調爵士屋blue note
女巫店
時空藝術會場
表演36房
水源劇場
學學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臺北巴赫廳
黃石樂器行
西門紅樓
臺北指揮家室內樂團暨兒童管絃樂團
臺灣戲曲中心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265巷20弄22號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1號
臺北市延平南路98號
臺北市博愛路115號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三段23號2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號2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號B1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171號4樓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8號2樓
臺北市木新路二段156之1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92號10樓
臺北市堤頂大道二段207號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8巷10號
臺北市民權西路53號B1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96巷17弄1號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號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175號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51號

書店

地址

法雅客信義A9店
誠品書店信義店
誠品書店敦南店
紀伊國屋書店(微風店)
誠品書店東湖店
誠品書店西門店
大陸書店
唐山書店
誠品書店台大店
誠品書店大直店
誠品書店士林店
大葉高島屋紀伊國屋書店
晶晶書庫

臺北市松壽路9號B2(新光三越A9館B2)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2樓
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號5樓
臺北市康寧路三段72號
臺北市峨嵋街54號3樓
臺北市衡陽路79號3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8號
臺北市大直街70號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38號1樓
臺北市忠誠路二段55號4樓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10巷8弄8號1樓

餐廳咖啡廳

地址

N.Y. Bagels Café 仁愛店
明星咖啡屋
時報福利社
學校咖啡館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147號
臺北市武昌街一段5號2樓
臺北市艋舺大道303號5樓
臺北市青田街1巷6號

文教中心

地址

臺北愛樂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臺北市電影委員會
樂興之時／音樂理想國

臺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8號B1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99號4樓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30號2樓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12巷18號B1

富邦藝術基金會
國軍文藝中心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
救國團總團部
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
NGO會館
台北紅館
中華古琴學會
易禧創意設計中心
藝文工會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
耕莘文教基金會
黎明社教中心
國家電影中心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58號2樓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69號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69號
臺北市松江路95-1號3樓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8號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5-1號10樓之1
臺北市齊東街53巷11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號9樓
臺北市萬大路254號1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9號12樓
辛亥路一段22號4樓
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98巷22號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7號4樓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30號2樓

教育單位

地址

大安社區大學-東方校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86巷7號
臺北市日僑學校教務處
臺北市中山北路六段785號
中正社區大學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6號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177號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20號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臺北市文山區景中街28號
北投社區大學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5-12號
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4樓
臺北市私立伯大尼美僑小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97號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
臺北市辛亥路二段 170號
國立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臺北教育大學文化產業學系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403室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31號
國立政治大學學務處藝文中心
臺北市指南路二段64號
東吳大學雙溪校區學生事務處群育暨美育中心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飯店旅館

地址

六福皇宮/客房部
誠品行旅
馥敦大飯店
臺北美侖大飯店/商務中心
福泰桔子商旅（台北林森店）國際青年旅舍
好舍國際青年旅舍
紅米國際青年旅舍
台北梅樓驛站國際青年旅舍
台北漫步旅店國際青年旅舍
橙舍背包客國際青年旅舍（西門館）
西門大飯店
台北青年國際旅館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國際青年旅舍
德立莊飯店
玩味旅舍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133號
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98號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41號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17號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39號
臺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8號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80號7樓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21巷12號2樓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163號
臺北市漢口街二段41號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78號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19號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號
臺北市中正區秀山街4號
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156-2號5樓

休閒

地址

松山運動中心
剝皮寮歷史街區
臺北市立青少年發展處
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文山運動中心
大安運動中心
中山運動中心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一號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41號2樓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17號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2號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22號
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三段55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巷2號

保安宮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士林官邸駐警室
芝山文化生態綠園
士林運動中心
關渡自然公園
孔廟

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61號
臺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6號
臺北市福林路60號
臺北市雨聲街120號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號
臺北市關渡路55號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75號1樓

糖廍文化園區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32-10號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如果兒童劇團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5段55號

臺北市立動物園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外國協會

地址

德國在臺協會
臺北德國文化中心
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
加拿大貿易辦事處
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
美國文化中心
法國工商會
法國文化協會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2號4樓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20號12樓
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8號
臺北市松智路1號6樓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134巷7號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1樓2101室
臺北市復興北路57號14樓之3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07號2樓

公部門

地址

臺北市監理處
松山區公所秘書室
松山區公所民政課
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士林區公所人文課
中山區公民會館
士林區戶政事務所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文山區公所民政課
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北投區公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公文交換中心
秘書處國際事務組
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內湖區公所民政課
萬華區公所民政課
萬華區第二戶政事務所
文獻委員會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大同區公所
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中山區公所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信義區公所
市立體育場管理處(體育處)
南港區戶政事務所
南港區公所
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
中正區健康服務中心
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附設圖書館
勞保局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21號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692號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692號
臺北市八德路四段692號3樓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28號
臺北市中正路439號3樓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二段21巷20號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220號 8樓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3樓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4樓
臺北市市府路1號
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
臺北市市府路1號1樓
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99號3樓
臺北市民權東路六段99號4樓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120號10樓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120號4樓
臺北市中華路一段174-1號
臺北市昌吉街57號3樓之1
臺北市昌吉街57號4樓
臺北市松江路367號2樓
臺北市松江路367號5樓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5號2樓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5號6樓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0號
臺北市南港路一段360號4樓
臺北市南港路一段360號6樓
臺北市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臺北市牿嶺街24號
臺北市新生南路二段86號1樓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4號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中正區公所民政課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8號4樓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8號6樓

銀行

地址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元廳

臺北市大安區106仁愛路四段118號15樓

其他

地址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服務中心
信義學堂

臺北市三重路19之10號2樓A棟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00號9樓

外縣市

地址

雍和藝術教育基金會
雲門舞蹈教室新店館
新店捷運站旅遊服務中心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閱覽組
捷運淡水站旅遊服務中心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集賢分館-藝文中心
輔仁大學語言中心耕莘樓104室
新北市文化局
新北市藝文中心
板橋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研究科
新竹市文化局
桃園縣文化局
高雄市文化局
瑞芳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朱銘美術館
苗栗縣文化局
花蓮縣文化局
宜蘭縣文化局
南投縣文化局
金門縣文化局
臺東縣政府文化局
基隆市文化局
府中15-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
彰化縣文化局藝文推廣科
世界宗教博物館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185號1樓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252號B1-4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2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58號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45號7樓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62號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8樓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桃園市縣府路21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82號
新北市金山區西勢湖2號
苗栗市北苗里自治路50號
花蓮市文復路6號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
南投市建國路135號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66號
臺東市南京路25號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號
彰化市卦山路3號 8F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36號7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