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刊擺放地點

        社區管委會
海天山莊 長頸鹿 捷運儷境 利陽藝術學苑

泊心 雅築富悅 吉美雲品 高第大廈

CASA 450 淡水小家庭 淡江華城 宏境

甲子園 鑑賞家 登瑞登峰 擎天大第

曆舍紅樹林 聖地牙哥 金色淡水 觀遠樓

有富假期 書香大第 海明威 麗景大廈

海天溫泉社區 莊園 淡水新都心 名峰天下

幸福捷境 觀自在 世界觀 國家藝術庭園

泊山石 淡水香榭 黃金海岸 長虹天下

紅樹林樓中樓 柏園2期 吉美悅洋 宏國海天

興之居 淡江柏園 淡江豪景 河畔皇宮B

水仙山莊 泰隆社區 夏威夷 關渡昇陽

沐川 柏園3期 首藏 河畔皇宮A

詩畫城堡 法國別墅 大河文明 關渡海悅

閱讀山水 淡水小城 首璽 雙景星鑽

維也納別墅 站前富境 陽光新苑 新天母大庭園

氧生樹 秘密花園 柏蒂大廈 關渡麗緻

真善美 淡大捷森堡 幸福奇蹟 攬月樓

台電宿舍 環遊郡-海景區 果嶺大道 藝大MUCH

正德名廈 本莊 安家帝景 夢蝶

潤泰綠邑 天境360 綠之緣 水立方

淡江風情 大景山莊 四季之旅 荷雅(時尚館)

田園芳鄰 環遊郡-釆迭區 星海別墅 荷雅(名人館)

三荷院 大地之子 台北灣頤和別墅 涵月

龍築大廈 萬通2011 台北灣觀海 十方社區

京兆隱 微笑莊園 晴海 邀月

草本山莊 綠山棧 合康嘉年華 原石樸莊

藍海名廈 水曼波 圓閣 綠活社區

真工 第一大廈 理學苑 淡大財庫

松下品泉 富貴名第 瀚林苑 楓丹白露

小蝸牛 金美大樓 常春籐 天駿

櫻花村 文化寶典 淡水鳳凰 公園上璟

香草天空-E區 迷迭香 邁阿密社區 海闊天空美術大廈 浪琴灣

香草天空-D區 薰衣草 捷運匯境 來來香榭小套房 公園敦品

大華山莊 丰上社區 來來香榭 天琴

麗池高苑 名人賞 凱悅來來 首馥

雄關 心航線 海景園中園 心悅灣

棕櫚閣 綠波山莊 孟子社區 天域 浪琴灣

唱遊城堡 美式家庭 寶鏵2期 高爾夫 新潤峰采-陽光區

青山麗緻 淡大君品 台北灣一期 海洋都心1期

淡水站前 青海青 心居易 海洋都心2期

河山春曉 香格里拉 淡水新都

聖塔露琪亞 大旭地 第一景

伊東市 淡江風華 城堡花園

淡水情歌 笑傲江河 宏英加州

新橫濱 宏國青山 丰悅夏宮B

鑽石吉星 璽福及第 丰悅夏宮A

普羅旺斯 皇城家天下 世界之窗

蒙地卡羅 景闊 花見

日晟海闊 新市鎮崁頂社區 觀之林



夢想家 勤家捷奏 皇后之星

麗陽 福樂家 原石雅苑

米蘭山莊 佳順有囍 東宇花園城

學府觀景 和合和丰 躍淡水

觀海社區 和光理想家 天藝

學府名園 富御居 戀戀山海

狀元地 香榭大道 海景來來

潤泰山河 山海青 自主國

府上大廈 謙樹 愛琴海社區

生活大師 領海 宏盛新世界1

淡大學仁居 琴境 藍色情人海

巨勝麗景 凱旋世紀 一森原

淡水人 潤福生活事業 宏盛新世界2

新環境 遊川風 新品川

海誓山盟 美麗境 璞玉

果嶺山莊 川瀨 詠萃

獅子林 里御大砌 淡海90

淡水帝寶 和合如意 聖塔露琪亞夢幻區

家年華 日月星辰 海景2期

豪斯登堡 琴朗社區 海景1期

和光九如 捷運悅境 河美

鑽石麗都 海天境 淡大101

川普寬庭 台北灣江南 關渡大廈

水公園 心之界 摩登家庭

公園居 薪水居易3期 關渡大街

馥樂 薪水居易1期 關渡大街1期

海德公園 三芝米蘭 關渡站前-B

新市之星 台灣透天 觀邸大廈

日若山莊 三芝天下 春天悅灣

國華山莊 山水龍城 觀海極品

山水豪景 聯邦薪願 理想家

萊茵城堡 狀元第 關渡大國2期

根林海宴 牽手 關渡大國1期

歡喜新家 淺水灣山莊 台北山水

海岸線別墅 拾翠山莊 春天芳鄰

彩色世界 薪水居易2期 春天之旅

鄉根園 山水雅築 台北GOGO

三菱山水 佛朗明哥 幸福E社區

新天地 熱帶嶼 關渡站前-A

F1日光大道 峇里VITA 常勝連莊

蘋果樹 甜水郡 水世紀2

麗緻花園 新潤峰采-海灣區 水景匯

摩天31 富樂恬 水世紀

真理風華 和合和韻 頂客雅築

元寶第 樂高 山水天地

首鼎 和合富貴 來富天廈

棕櫚海 新旅城 山宅一生

淡水春天 富麗河 老莊大廈

            Myfone門
淡水-英專店 淡水-竹圍店 金山-中山加盟店

     金融機構
一信-竹圍分社 一信-三芝分社 淡水信用合作社 金山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