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曼頓基河⼀一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小⻄西街7號1F

摩曼頓⼤大台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大東路路10之2號

摩曼頓⼤大南⼀一店 11161臺北市⼠士林林區⼤大南路路120號

摩曼頓⼤大東⼀一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大南路路41號

摩曼頓基河⼆二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基河路路165號

摩曼頓IS⼠士林林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基河路路130號2F

摩曼頓劍潭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基河路路11號

摩曼頓蘆洲三⺠民 24760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路21號1⾄至2F及23號1⾄至2F及25號

摩曼頓蘆洲長榮 24765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路27號1⾄至2F

摩曼頓淡⽔水英專 25174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路16號1F

摩曼頓⼤大東六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大東路路19號

摩曼頓淡⽔水中⼭山/GW 25151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路18號.18之1號

摩曼頓⼤大東七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大東路路2號

摩曼頓⼠士林林⼀一號店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基河路路25、27、29號

摩曼頓⼤大東九店GW 11162臺北市⼠士林林區⼤大東路路38號

摩曼頓花花店 10844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1號1F及13號1.2F

摩曼頓⻄西寧店 10843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路147號

摩曼頓中華店GW 10843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路１段94號

摩曼頓峨眉⼀一店 10844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7號

摩曼頓敦南店 10690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路１段187巷12號1F

摩曼頓麥芽堂 10844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15、17號1F

摩曼頓峨眉⼆二店 10844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7號

摩曼頓基隆隆愛四 20048基隆隆市仁愛區愛四路路62號

摩曼頓基隆隆東岸/GW 20048基隆隆市仁愛區仁⼆二路路236號1F

摩曼頓敦南⼆二店 10690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路１段187巷2號1F

摩曼頓敦南三店 10690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路１段181號

摩曼頓武昌⼆二店 10844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２段94號1⾄至2F

摩曼頓⻄西寧⼆二店 10843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路135號、139號

摩曼頓新⽣生南GW 10673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路三段92號

摩曼頓府中店/GW 22063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路１段3之5號

摩曼頓新莊中正⼆二 24243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路261號及263巷1號

摩曼頓花蓮中正/GW 97061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里中正路路530號

摩曼頓羅東中正 26547宜蘭蘭縣羅東鎮中正路路133,135號

摩曼頓府中⼆二店 22063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路１段21、23號

摩曼頓府中三店 22063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路１段50之1號

摩曼頓府中五店 22063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路１段21之1號

摩曼頓汀州⼆二店 10091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路３段128號1F

摩曼頓公館店 10090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路４段24巷9號

摩曼頓⺠民⽣生東NIKE 10491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路⼆二段168號

摩曼頓



摩曼頓八德介壽 33462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路１段781、783號

摩曼頓八德介壽⼆二 33442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路１段803、805號

摩曼頓桃園中正 33041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路83、85號

摩曼頓桃園中華 33065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路10號1F

摩曼頓新⽵竹光復⼀一 30071新⽵竹市東區光復路路２段386號

摩曼頓IS⽵竹北 30268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路61號

摩曼頓⽵竹北三⺠民 30283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路353號

摩曼頓龍潭中正 32552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路116號

摩曼頓⽵竹北⾃自強南 30264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路113、115、117號

摩曼頓豐原店 42056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路42號

摩曼頓苗栗光復 36049苗栗縣苗栗市光復路路7號

摩曼頓豐原中正⼆二 42056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路61,63號

摩曼頓台中精武 40147臺中市東區精武東路路101號1F

摩曼頓成功店 50045彰化縣彰化市永⽣生⾥里里成功路路24號

摩曼頓中港店 40354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２段181號1F

摩曼頓太平⼆二店 40444臺中市北區太平路路26之1號1F

摩曼頓太平三店 40444臺中市北區太平路路26號

摩曼頓太平五店 40444臺中市北區太平路路⼆二⼗十八號及28之1號

摩曼頓逢甲福星 40743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68號

摩曼頓太平八店 40444臺中市北區太平路路24號

摩曼頓⼤大⾥里里中興三 41270臺中市⼤大⾥里里區中興路路２段458號460號462號

摩曼頓逄甲福星⼆二GW 40742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62-2號

摩曼頓台南北⾨門⼀一 70145臺南市東區北⾨門路路１段160號1F

摩曼頓台南北⾨門三 70145臺南市東區北⾨門路路１段62號

摩曼頓台南北⾨門五 70145臺南市東區北⾨門路路１段50號

摩曼頓台南北⾨門六 70044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路１段83、85號

摩曼頓台南⺠民族⼀一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路２段153號1F

摩曼頓台南⺠民族⼆二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路２段39、41號

摩曼頓台南⺠民族三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路２段59號

摩曼頓台南⺠民族五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路２段149號1F

摩曼頓新營中正⼆二 73049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路11號

摩曼頓台南⺠民族六 70043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路２段53之2號1⾄至3F、55之3號1F

摩曼頓新營三⺠民 73049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路116之1號

摩曼頓台南⾦金金華 70247臺南市南區⾦金金華路路２段42、46號

摩曼頓台南海海佃 70970臺南市安南區海海佃路路１段238號1⾄至2F

摩曼頓⿇麻⾖豆⺠民權 72142臺南市⿇麻⾖豆區⺠民權路路25之1號

摩曼頓台南華東⼀一 70168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路３段258號

摩曼頓歸仁中⼭山 71152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路３段102號

摩曼頓佳⾥里里新⽣生 72254臺南市佳⾥里里區新⽣生路路350號

摩曼頓⾼高雄中⼭山⼀一 80044⾼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路526號



摩曼頓堀江⼀一店 80043⾼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63號

摩曼頓堀江⼆二店 80043⾼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87號

摩曼頓⼤大統五福 80054⾼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262號-PUMA櫃

摩曼頓堀江⽂文橫 80044⾼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里⽂文橫⼆二路路148號

摩曼頓⿎鼓⼭山裕誠 80458⾼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路1081之3號,1081之5號

摩曼頓楠梓建楠 81162⾼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路83號

摩曼頓⼩小港漢⺠民⼀一 81256⾼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路299號

摩曼頓⼩小港漢⺠民⼆二 81256⾼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路289號

摩曼頓鳳⼭山⽂文衡 83048⾼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路530.532號

摩曼頓鳳⼭山青年年 83048⾼高雄市鳳⼭山區青年年路路２段305號

摩曼頓屏東永福 90075屏東縣屏東市永福路路1號

NEW BALANCE_桃園經國⾨門市 330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路369號B1

NEW BALANCE_三⺠民⾨門市 404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路3段110-1號

NEW BALANCE_成都⾨門市 108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路59號1-4樓樓

NEW BALANCE_敦化⾨門市 106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路1段187巷27號

NEW BALANCE_三重⾨門市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路5段654號B1

NEW BALANCE_新⽣生⾨門市 106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路3段64-1號

NEW BALANCE_復興⾨門市 106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路1段149號

Reebok暢貨中⼼心重新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路五段654號B1

Reebok-經國家樂福暢貨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里里經國路路369號2樓樓

adidas-新店家樂福暢貨中⼼心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里里中興路路３段１號

adidas-內湖家樂福暢貨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湖元⾥里里⺠民善街８８號

adidas-重新家樂福暢貨中⼼心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里里重新路路５段６５４號

adidas-公館暢貨中⼼心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里新⽣生南路路３段８４之４號

adidas-鼎⼭山家樂福暢貨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灣成⾥里里鼎⼭山街５２９號

adidas-⽂文⼼心家樂福暢貨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溝墘⾥里里⽂文⼼心路路１段５２１號１樓樓

adidas-敦南經典⾨門市 台北市建安⾥里里敦化南路路１段１８７巷９號

adidas-忠孝經典⾨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里里忠孝東路路４段１８７．１８９號１樓樓

adidas-忠孝⾨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里里忠孝東路路４段１８３．１８５號１樓樓

adidas-⻄西寧⾨門市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里⻄西寧南路路６２號

adidas-⻄西⾨門經典市 臺北市萬華區⻄西⾨門⾥里里漢中街１２７號

adidas-漢中⾨門市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里漢中街６９號

adidas-南⻄西經典⾨門市 臺北市中⼭山區⺠民安⾥里里中⼭山北路路２段１６巷３號

adidas-⽂文横經典⾨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里⽂文橫⼆二路路１５８號

adidas-信義⾨門市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里松壽路路１８號１樓樓

adidas-公益經典⾨門市 臺中市南屯區溝墘⾥里里公益路路⼆二段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號

adidas-綠園道⾨門市 台中市忠明⾥里里中興街２１９及２２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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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das-信義經典⾨門市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里松壽路路１８號１樓樓

adidas-南⻄西⾨門市 台北市南京⻄西路路２７號１樓樓⾄至５樓樓

adidas-經國家樂福暢貨中⼼心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里里經國路路３６９號

勃肯-⽂文林林店 台北市⼠士林林區⽂文林林路路93號

勃肯-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林區天⺟母⻄西路路81號

勃肯-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路687號

勃肯-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26號

勃肯-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路97號

勃肯-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路21號

勃肯-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路474號

勃肯-台中育才北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路86號

勃肯-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520號

勃肯-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路309號

勃肯-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復興路路67號

勃肯-員林林店 彰化縣員林林市光明街261號

勃肯-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里中⼭山路路340、342號1樓樓

勃肯-林林⼝口三井outlet 新北市林林⼝口區⽂文化三路路1段356號2樓樓

勃肯-⽂文⼼心家樂福outlet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路⼀一段521號1F

勃肯-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路1段35號

勃肯-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路2段6號1樓樓

勃肯-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8巷6號1樓樓

勃肯-信義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路3段196號

勃肯-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福街76號

勃肯-⾜足頌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路81號

勃肯-台北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7號

勃肯-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路3段174巷30號

勃肯-⻄西⾨門⻄西寧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路88-1號

勃肯-格林林敦南店 台北市敦化南路路⼆二段106號

勃肯-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路四段166號

勃肯-饒河店 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184號

勃肯-新北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路4號

勃肯-⽃斗六神話店 雲林林縣⽃斗六市⺠民⽣生南路路151號

勃肯-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路136號

勃肯-桃園⼤大同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路11號

勃肯-宜蘭蘭店 宜蘭蘭縣宜蘭蘭市光復路路44號

勃肯-公園店 宜蘭蘭縣羅東鎮公園路路158號

勃肯-興東店 宜蘭蘭縣羅東鎮興東路路323號

勃肯-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屯區精誠路路32號

勃肯-南投埔⾥里里店 南投縣埔⾥里里鎮中⼭山路路3段5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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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肯-南投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路⼆二段293號

勃肯-嘉義⺠民權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路262號

勃肯-中⼭山店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路122號

勃肯-⺠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路2段47號

勃肯-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勝利利路路118號 1樓樓

勃肯-廣⻄西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路457號

勃肯-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路216號

勃肯-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77號1樓樓

勃肯-屏東上海海 屏東縣屏東市上海海路路76號

勃肯-屏東濟南店 屏東縣屏東市濟南街12-9號

勃肯-墾丁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里墾丁路路219號

NIKE台北⾨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路三段61-63號1樓樓

NIKE Neo19⾨門市 台北市松壽路路32號1樓樓 & 2樓樓

NIKE 台中⾨門市 台中市北區梅梅川⻄西路路4段231號

NIKE 桃園家樂福 桃園市經國路路369號B1 nike

NIKE 重新家樂福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路5段654號1F

NIKE ⾼高雄家樂福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路1111號1F

⾦金金品運動廣場-五福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89號

⾦金金品運動廣場-五福⼆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75號

⾦金金品運動廣場-五福四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71號

⾦金金品運動廣場-五福六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路173號

⾦金金品運動廣場-⽂文化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路87號

⾦金金品運動廣場-鳳⼭山⼀一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路141號

寶勁運動⽤用品運動中⼼心店 屏東市勝利利東路路50號

寶勁運動⽤用品台東⼀一店 台東市中華路路⼀一段445號

寶勁運動⽤用品台東⼆二店 台東市中華路路⼀一段457、459號

寶勁運動⽤用品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路14號

寶勁運動⽤用品⺠民⽣生店 屏東市⺠民⽣生路路297號

寶勁運動⽤用品逢甲店 屏東市逢甲路路66號

寶勁運動⽤用品屏東⼀一店30 屏東市永福路路30號

寶勁運動⽤用品屏東⼀一店32 屏東市永福路路32號

寶勁運動⽤用品永福店 屏東市永福路路29號

寶勁運動⽤用品花蓮⼀一店 花蓮市中正路路545號

ISPO+台中逢甲⾨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07號1樓樓

ISPO 公館⾨門市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路三段160巷1號1樓樓

ISPO ⼤大安信義⾨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路三段122號1-2樓樓

NIKE

⾦金金品運動廣場

寶勁運動⽤用品專賣店

IPSO



ISPO 八德⾨門市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路三段20-1號1樓樓

Under Armour 內壢合眾⾨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路⼀一段665號1樓樓

Under Armour ⾼高雄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路977號

Under Armour 中和威⼒力力⾨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路⼆二段291號7樓樓

Under Armour 台中崇德⾨門市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路三段81號

Under Armour 公館汀州⾨門市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路三段194號1樓樓

Under Armour ⻄西⾨門成都⾨門市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路14、16號

Under Armour 花蓮中正⾨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路480號

Under Armour ⾼高雄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路156號

Under Armour 台中太平路路⾨門市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路27號

Under Armour 基隆隆東岸⾨門市 基隆隆市仁愛區仁⼆二路路236號1樓樓

Under Armour ⼠士林林中正⾨門市 臺北市⼠士林林區中正路路115號

Under Armour 台南中⼭山⾨門市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路166-6號1、2樓樓

Under Armour 桃園中悅⾨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77號

Under Armour 台南安平⾨門市 臺南市安平區國平路路200號

Under Armour 台中米平⽅方⾨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路168號1、2樓樓

Under Armour ⻄西⾨門武昌⾨門市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2段114號

Under Armour ⾼高雄裕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路478號

Under Armour 嘉義⾨門市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76號

Under Armour ⼤大安⾨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路⼆二段2號

Under Armour 逢甲⾨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09號

Under Armour 八德⾨門市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路三段20號

Under Armour 忠孝⾨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路四段181巷10弄弄17號

Under Armour ⾼高雄中⼭山⾨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路528號

迪卡儂 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路128巷38號

迪卡儂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路⼆二段 228號(⼤大潤發樓樓上)

迪卡儂 桂林林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林路路1號1樓樓（桂林林家樂福1F）

迪卡儂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路三段1號1樓樓(新店家樂福1F)

迪卡儂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8號

迪卡儂 八德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路⼀一段728號

迪卡儂 中壢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路⼀一段450號（內壢家樂福1F）

迪卡儂 新⽵竹 新⽵竹市東區慈雲路路126號

迪卡儂 南屯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路379號

迪卡儂 北屯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路⼆二段1075號

迪卡儂 雲林林 雲林林縣⽃斗六市雲林林路路⼆二段297號1F

迪卡儂 嘉義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路⼆二段461號1F

迪卡儂 仁德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路 799號 (特⼒力力屋 2F)

迪卡儂 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路60號⼀一樓樓

Under Armour

迪卡儂



迪卡儂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路59號（⼤大潤發旁）

迪卡儂 屏東 屏東市⾃自由路路550號

SALOMON 信義建國⾨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路三段130號

Arc'teryx 信義⾨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路⼆二段172號1樓樓

微笑體育⽤用品  PUMA嘉義專賣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557號

微笑體育⽤用品  PUMA 逢甲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28號

微笑體育⽤用品  NEW BALANCE嘉義專賣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82號

微笑體育⽤用品  CONVERSE逢甲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20號

微笑體育⽤用品  CONVERSE嘉義專賣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80號

微笑體育⽤用品  REEBOK嘉義專賣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24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斗六專賣店 雲林林縣⽃斗六市⼤大同路路12.14.16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綠園道專賣店 臺中市⻄西區中興街185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嘉義專賣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561.563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東海海專賣店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村新興路路2-13號

微笑體育⽤用品  ⽃斗六家樂福暢貨中⼼心 雲林林縣⽃斗六市雲林林路路⼆二段297號

微笑體育⽤用品  台中中正⼆二店 臺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30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大雅專賣店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路三段1103.1105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斗六專賣店 雲林林縣⽃斗六市⼤大同路路17號

微笑體育⽤用品  嘉義站前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路568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豐原專賣店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路127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嘉義專賣⼆二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00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員林林⼤大潤發暢貨中⼼心 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路319號1樓樓

微笑體育⽤用品  NEW BALANCE逢甲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30.432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員林林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林市⺠民權街33號

微笑體育⽤用品  豐原中正店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路123、125號

微笑體育⽤用品  NEW BALANCE⽣生活流⾏行行逢甲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519號

微笑體育⽤用品  ⼤大⾥里里⼀一店 臺中市⼤大⾥里里區中興路路⼆二段448.450號

微笑體育⽤用品  青海海家樂福暢貨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海路路⼆二段207-18號B1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嘉義專賣⼀一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98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文⼼心家樂福暢貨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路⼀一段521號

微笑體育⽤用品  NIKE逢甲旗艦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路420號

微笑體育⽤用品  NEW BALANCE⽂文⼼心家樂福暢貨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路⼀一段521號

微笑體育⽤用品  嘉義運動⽣生活館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路308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員林林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林市⺠民權街10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文⼼心專賣店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路四段558號

微笑體育⽤用品  PUMA⽃斗六專賣店 雲林林縣⽃斗六市⼤大同路路5號

微笑體育⽤用品  ⽂文⼼心店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路四段560號

微笑體育⽤用品

SALOMON

Arc'teryx 



微笑體育⽤用品  NEW BALANCE東海海專賣店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路2-10號

微笑體育⽤用品  NEW BALANCE中科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路三段275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斗六家樂福暢貨中⼼心 雲林林縣⽃斗六市雲林林路路⼆二段297號

微笑體育⽤用品  PUMA太平專賣店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路10-3號

微笑體育⽤用品  ADIDAS東海海專賣店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路2-10號

微笑體育⽤用品  嘉義中正店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路616號

微笑體育⽤用品  中科ADIDAS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路三段273號

微笑體育⽤用品  中科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路三段295.29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