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

通路

燦坤

北北基

全國電子

誠品

其他通路

燦坤

桃竹苗

全國電子

誠品

門市名稱
士林旗艦
南京旗艦
內湖旗艦
忠孝永春
信義
基隆旗艦
中和旗艦
新埔
新店中興
新四維
三民
Digital City-光復南店
Digital City-南京松江店
Digital City-南港店
Digital City-三重集美店
Digital City-基隆店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15號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6號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331號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7-1號1 2F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375號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8號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7號
新北市板橋區雨農路19號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3號B1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97號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35號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12號1、2樓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1號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20巷5號B1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8之1號、18之2號
基隆市孝二路86號一樓、二樓

電話
(02) 2881-5252
(02) 2571-5966
(02) 2795-5270
(02) 2760-0688
(02) 2720-2289
(02) 2421-5860
(02) 2243-1996
(02) 8251-2799
(02) 8919-9669
(02) 2206-3033
(02) 2285-8008
(02) 2755-3151
(02) 2521-0980
(02) 2651-2296
(02) 2979-1250
(02) 2423-3395

誠品信義店(兒童館)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5F

(02) 8789-3388

誠品美麗華店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3F
(美麗華百樂園漾館3F)

(02) 2175-3616

誠品林口三井店(兒童館)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1樓

(02) 6637-5888

螞蟻互動 (法雅客內)
台北南西櫃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號9F

(02) 2567-2891

藍宇3C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320號

(02) 2965-0820

桃園旗艦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51號

(03) 331-6658

南崁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7號1-2樓

(03) 312-6605

光復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94巷19號

(03) 516-6201

新竹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788.790號

(03) 534-3395

竹北自強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68號

(03) 657-6988

苗栗

苗栗縣苗栗市英才路65號

(03) 736-8478

Digital City-桃園三民店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二段55、57、59號

(03) 336-0313

Digital City-環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160、162號

(03) 425-0113

Digital City-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247號

(03) 367-1956

Digital City-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南路1號3樓

(03) 550-3896

誠品桃園台茂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

(03) 263-9520

誠品竹北遠百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北路18號

(03) 658-3510

誠品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中央路229號5F中庭區(兒童館)

(03) 623-8000

燦坤

中彰投

全國電子

誠品
燦坤

雲嘉南

全國電子

誠品
燦坤

高屏

全國電子

其他通路
宜花東
外島

全國電子
燦坤

新文心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71號1F.673號B1 (04) 2246-8698

台中旗艦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270號

(04) 2262-5557

新東海

台中市西屯區玉門路29號

(04) 2462-5570

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彰新路一段138巷1號

(04) 736-6906

彰化中正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451號

(04) 720-3996

南投

南投縣南投市果稟路101號

(04) 9220-8010

Digital City-清水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9-2號

Digital City-福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617 號

Digital City-秀泰文心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289號1樓

(04) 2623-4367
(04) 2462-0880
(04) 2462-1128
(04) 2473-2618

Digital City-公益店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2段117號

(04) 2328-3808

Digital City-金馬店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525號

(04) 751-2358

誠品園道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
(勤美誠品綠園道3F)

(04) 2326-6085

中華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49號

(06) 312-1632

永華二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35號

(06) 293-9388

Digital City-文賢店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589.591號

(06) 350-5375

Digital City-中華東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236號

(06) 235-2328

Digital City-永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15號

(06) 293-6175

Digital City-台南中華西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631號

(06) 353-3802

Digital City-嘉義博愛店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131-1號

(05) 231-5058

誠品南紡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6號
(南紡購物中心2F)

(06) 602-5600

楠梓
五甲
自由
屏東
Digital City-民族店
Digital City-博愛店
Digital City-小港店
Digital City-德惠店
Digital City-屏東信義店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268號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19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29號1-2樓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85號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836,838號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36、38號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93號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73.75號
屏東縣屏東市信義路220號

(07) 351-2336
(07) 715-0122
(07) 556-5878
(08) 732-6639
(07) 347-7997
(07) 341-8178
(07) 806-3280
(07) 364-1298
(08) 766-8911

螞蟻互動
高雄sogo櫃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10

(07) 335-1281

Digital City-宜蘭店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31號一、二樓

(03) 931-1866

Digital City-吉安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245.247號

(03) 853-7030

金門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西路一段65號

(08) 237-2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