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門市 地址 電話

和平旗艦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13號 (02) 2327-8336
站前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02) 2371-1200
南京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9號 (02) 2518-3966
南京旗艦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6號 (02) 2571-5966
新八德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7號 (02) 2397-3962
北投新旗艦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452巷6號B1 (02) 2895-8965
新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景後街97號1F、B1、2F (02) 2930-0267
士林旗艦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15號 (02) 2881-5252
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375號 (02) 2720-2289
忠孝永春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7-1號1 2F (02) 2760-0688
內湖旗艦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331號 (02) 2795-5270
文德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2號 (02) 8751-8699
忠孝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2號B1 (02) 8773-6308
新四維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97號 (02) 2206-3033
中和旗艦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7號 (02) 2243-1996
金城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200號 (02) 2263-0211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08號 (02) 2277-1882
三民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35號 (02) 2285-8008
基隆旗艦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8號 (02) 2421-5860
林口文化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269號1F、271號1、2F (02) 2608-9201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89號1F (02) 2625-5206
淡水中山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100號1-2F (02) 2629-5515
蘆洲旗艦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97號 (02) 2848-2486
新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1號 (02) 2950-6230
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雨農路19號 (02) 8251-2799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34號 (02) 8252-7727
三峽大學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92號及96號1F-2F (02) 8672-3119
大坪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198 200號 (02) 8911-1968
新店中興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3號B1 (02) 8919-9669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26號1.2樓 (02) 8923-1023
中壢中正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202,204,206號1F-4F (03) 280-5700
南崁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7號1-2樓 (03) 312-6605
藝文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75號 (03) 316-6115
桃園旗艦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51號 (03) 331-6658
平鎮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41號1.2樓 (03) 401-0484
內壢忠孝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23號及223號之7 (03) 462-5608
楊梅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3巷2號 (03) 481-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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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北基

桃竹苗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417號1F (03) 552-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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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 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一段19號1-3樓 (03) 932-5775
羅東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176號 (03) 955-8851
花蓮旗艦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95號1-3樓 (03) 835-7016
台東大同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147號1F-2F (08) 935-1918
台東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465號 (08) 93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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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49號 (04) 2275-4692
文心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3段18號 (04) 2315-3618
公益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25號 (04) 2319-0628
烏日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110號 (04) 2336-0900
新東海 台中市西屯區玉門路29號 (04) 2462-5570
新大里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78之3號 (04) 2483-7595
豐原 台中市豐原市向陽路265號 (04) 2515-1402
豐原旗艦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836號 (04) 2523-5936
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三段102號 (04) 2532-7258
沙鹿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462號 (04) 2663-1038
大甲 台中市大甲區民生路13號 (04) 2688-1618
青海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25號 (04) 2706-1777
彰化中正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451號 (04) 720-3996
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彰新路一段138巷1號 (04) 736-6906
員林大同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199號 (04) 832-0012
溪湖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839.841.843號1F-3F (04) 881-5662
南投 南投縣南投市果稟路101號 (04) 9220-8010
草屯 南投縣草屯鎮博愛路501號 (04) 9232-1118
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民享路13號,15號 (05) 773-2531
斗六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64號 (05) 536-1551
嘉義旗艦 嘉義市文化路501號 (05) 231-9355
嘉義 嘉義市興業西路348號 (05) 283-3977
新北門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126號 (06) 222-0151
安南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29號 (06) 250-0245
台南旗艦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665號 (06) 289-1178
永華二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35號 (06) 293-9388
永華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一段350號 (06) 299-2282
中華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49號 (06) 312-1632
佳里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91號 (06) 723-2181
新光華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60號 (07) 226-2335

高屏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宜花東



建國數位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26號,228號 (07) 238-1250
福山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126號1F (07) 345-2125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268號 (07) 351-2336
右昌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36號 (07) 364-3207
華榮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45號 (07) 552-7930
自由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29號1-2樓 (07) 556-5878
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148巷1號 (07) 612-5945
新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68號2F (07) 622-4689
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19號 (07) 715-0122
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6號 (07) 780-5518
明誠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8號 (07) 349-5886
新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00號 (07) 803-3189
屏東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85號 (08) 732-6639
屏東新中正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路40、42號 (08) 766-0069
澎湖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85號1樓及2樓 (06) 927-1919
金門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西路一段65號 (08) 237-2280

高屏

外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