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門市 地址 電話
台北 宏程投影機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48號2樓 02-2394-2890
台北 名度數位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4樓12室 02-3322-4318
台北 鴻實科技(Beutii 三創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2號4樓(R408室) 02-2395-7277
台北 法雅客 台北信義新天地A9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B2 02-8789-8780
台北 法雅客 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6號B1 02-2875-6600
台北 昇恆昌旗艦店 台北市內湖區金莊路129號 02-8792-3999
台北 傑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1樓X06室 02-2327-8146
台北 愛上露營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22號1樓 02-2546-8661
新北 鴻實科技(Beutii 林口三井outlet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6號2樓(20030櫃位) 02-2606-8859
新北 鴻泛科技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222巷21弄15號2樓 02-2242-1377
新北 新店音響 新北市新店區光華街 3-1 號 1 樓 02-2212-6058
新北 CampingBar Plus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2巷59弄1號7樓 02-8666-6509
新北 瘋狂露客露營用品專賣店 新北市八里區楓林路1-17號號2樓 0933-636-327
新北 悠遊戶外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瓊林南路103巷8弄5號 02-2202-2185
新北 逐露天下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環漢路四段662號之1 02-2687-4188
宜蘭 穩力音響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60號 03-961-2336
桃園 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江購物中心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501號B1(大江購物中心 惠而浦專櫃) 03-468-0051
桃園 全國電子Digital City 桃園環球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二段352號 03-287-0951
桃園 野道家商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豐七街106號 0972-231-252
桃園 來趣露營 Shopone outdoor 桃園市八德區和強路137-6號 03-362-2760
新竹 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巨城門市)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39號6樓(新竹巨城 家家買專櫃) 03-535-9948
新竹 名展音響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三路118號 03-558-6617
新竹 敦煌音響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39號 03-558-3678
新竹 視紀音響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 100 號 03-525-0220
新竹 悠遊戶外芎林旗艦店 新竹縣芎林鄉文德路26號 03-512-0110
新竹 順發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金城一路7號 03-572-7119
新竹 早點名露營生活館 芎林店 新竹縣芎林鄉富林路三段330號 03-592-6060
新竹 悠遊戶外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三街161號 03-668-2480
新竹 愛上露營新竹概念店 新竹縣竹東鎮公道路958-2 03-577-1325
台中 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東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路42-30號 04-2382-6000
台中 征利企業有限公司(中友百貨門市)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61號B棟10樓(中友百貨專櫃) 04-2227-8468
台中 征利企業有限公司(麗寶outlet 2期門市)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之2號二期D區2樓2011室 04-2558-2199
台中 飛登科技(大魯閣新時代櫃位)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地下2樓B2-6櫃 04-2222-9989
台中 鴻實科技(Beutii 台中三井outlet門市)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十段168號(30900櫃位) 04-2656-5253
台中 簡青生活門市(勤美誠品)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2樓 - 219A櫃 04-2328-1000
台中 法雅客 台中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1號9樓 04-2251-2255
台中 森之露戶外露營美學館 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60號1館2F台中世貿中心2樓 04-2350-8036
台中 LOWDEN露營運動用品台中館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907號 04-2276-2522
台中 早點名露營生活館 台中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168號 04-2386-1608
台中 露戰隊戶外用品台中店 台中市潭子區崇德路五段258號 04-2535-1616
台中 逐露天下(北屯)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1009號  04-2436-4020
台中 逐露天下(南屯) 台中市南屯區萬安街156號 04-2380-4198
台中 台北山水向上南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1段163-7號 04-2472-4589
台中 全國電子Digital City 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三段366號 04-2298-9299
台中 全國電子Digital City 五權西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203號 04-2473-2028
台中 鴻實科技(Beutii 台中三井Lalaport 門市) 台中市東區進德路600號3樓  30040櫃位 04-2213-7275
嘉義 好勢露營 露營用品專賣店 嘉義縣中埔鄉24-58號 0988-540-901
台南 鴻實科技(Beutii 台南三井outlet門市)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101號 30490櫃位 06-303-3308
台南 羅森資訊(南紡購物中心門市)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366號B1 06-208-1700
台南 法雅客 台南小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1號1樓 06-213-2575
台南 志豐音響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73 號 06-226-7615
台南 TIKA鐵咖露營生活用品 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三段32號 0936-438-848
台南 手牽手露營生活館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210號 06-243-2523
台南 Lu.Lu露露 露營生活用品 台南市安南區海尾路350之1號 0975-667-677
台南 采躍(廣積) 新光三越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號B1F B區 06-223-9988
台南 億露發 台南市歸仁區大廟里保大路三段366巷20號  06-246-2763
高雄 羅森資訊(義享專櫃)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5號6樓 07-556-6911
高雄 羅森資訊(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7號1樓 07-780-6800
高雄 強崧音響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167-3 號 07-711-1568
高雄 樂林音響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 880 號 07-352-5707
高雄 德悅視聽音響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62號 07-269-5325
高雄 OK露營社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77巷21之1號 0925-018-045
高雄 JIMICAMP 吉米露戶外 高雄市仁武區和平巷41-21號 07-372-9206
高雄 100mountain 百岳 高雄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56號 07-330-8399
高雄 野外營戶外旅遊用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86-1號 07-382-2383
澎湖 全國電子Digital City 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街86號 06-927-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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