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名 電話 地址

富禾電器有限公司 039558001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三段486號

達臣有限公司 039601212 宜蘭縣五結鄉利成路1段114號

全將電器行 039365846 宜蘭市神農路2段79號　

尚儒電器行 039321919 宜蘭市新民路6號　

萬泉電器有限公司 039542929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63號

佳福電器行 039370606 宜蘭市延平路38-48號

領侁電器有限公司 039364777 宜蘭市宜興路1段38號

大聖電器有限公司 0224225112 基隆市仁二路89號

星寶企業行 02-24584638 基隆市暖暖街237號

三德電器行 02-24368282 基隆市復興路93號

新寶電器行 02-24222123 基隆市西定路57號

協和電器行 02-24562554 基隆市明德一路132號

安裕電器行 02-24972206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48號

有成電器行 03-8760343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二段８０號

吉安電器行 03-8525072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吉安路2段348號1樓

佳一電器行 03-8873325 花蓮縣瑞穗鄉中山路一段78號

峰亮企業有限公司 03-8651038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豐路１段１５０號(國姓廟對面)

聯興電器行 03-8704697 花蓮縣光復鄉大華村中山路2段269號

七圓電器行 03-8266727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12號

太夆音響電業行 03-8359046 花蓮市中華路335之1號1樓

上將電業社 03-8348766 花蓮市鎮國街54巷38號1樓

建宏電器行 03-8562766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449號1樓

葉氏企業 03-8535186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3段83號1樓

得利購企業社 03-8310088 花蓮市中正路194號1樓

大谷電器行 089-791065 台東縣大武鄉大武村復興路36號

中信冷凍電器行 089-861687 台東縣池上鄉新生路38號

旭昇電氣行 089-385465 台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太平路108號

宏暉電器行 089-512021 台東市知本路三段33號

如意電氣行 089-331955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415號

長興電氣行 03-8883007 花蓮縣玉里鎮民生街61號

祥利冷氣行 089-329841 台東市中山路109號

基良電氣行 089-851555 台東縣成功鎮中山路11號

國萊電氣行 089-329863 台東市光明路167號

朝鴻電器有限公司 089-341797 台東市更生路512號

隆隆電器行 089-810345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5-2號

億泰電器行 089-328020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500號

駿輝電器行 089-345452 台東市漢陽北路18號



店名 電話 地址

保發電器有限公司 25919933 台北市吉林路366號

巽豐興業有限公司 02-28338991 台北市承德路五段34號1樓

上頂家電有限公司 02-26480355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542號

弘勝電器有限公司 02-26578740 台北市內湖路二段59號

永煌電器有限公司 02-26417700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路136號

良鉅機械工程行 08-3623433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4號 

宏億電器行 02-8691060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7巷9號

協良電器有限公司 02-27832917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99-9號

欣泰電器行 02-26946334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08號

南港電器有限公司 02-27836545 台北市南港路一段79號

高陞電器有限公司 02-26512178 台北市南港區成福路17-1號

聖元電器有限公司 02-26313162 台北市康寧路三段165巷8號

馨業電器有限公司 02-27900957 台北市康寧路一段100號

鋒益家電有限公司 02-27220630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59之3號

瑋諭興業有限公司 02-27657376 台北市永吉路421號

千雅電器有限公司 28230000 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5巷165號  

禾晉電器有限公司 28814262 台北市士林區大北路80號 

名毫企業有限公司  28263915 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37號 

陸億家電有限公司 28110555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86號 

鴻鑫電器有限公司　 28212843 台北市北投區吉利街84號１樓

寶山電業行 28117022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27號1樓

盈成興業有限公司 (02)29345111 台北市文山區萬隆里羅斯福路五段260號1樓

皓聲家電有限公司 (02)29122737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155號

期晟源電器有限公司  
(02)22159052

(02)22152412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387之1號　

鼎傑電器有限公司
(02)22176518

(02)22176519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2段82之9號

詠恒空調科技有限公司

崟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917-7566(六線)

(02)2911-8766

FAX:(02)2914-5449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69號(新店捷運總站旁)

立誠電器有限公司 02-22467871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84號

老雙億實業有限公司 02-2995696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424號

佳禾貿易有限公司 02-28103303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8段281巷34號

佳麗寶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 02-29202811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395號7樓

華駿有限公司

(原駿家電音響有限公司)

TEL:02-29800448

       02-29895977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31號1樓  

勝奇電器有限公司
TEL:02-22833646

FAX:02-22835562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99號

力聖電器有限公司 
TEL:02-22809011

FAX:02-22863896
新北市三重區慈愛街81號1樓

宏仁電器行
TEL:02-29867101

FAX:02-29862909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5段50號 

廣福電器行
TEL:02-22613776

FAX:02-22619630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26號1樓

福泰電器行 TEL:02-22801339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2段61號

威誠電器行  
TEL:02-82859696

FAX:02-82859640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17號

鍾愛一生電器有限公司
TEL:02-22835799

FAX:02-82827564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94號

忠賢電器有限公司
TEL:02-29786254

FAX:02-29749448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路80號1樓  

元莊數位家電有限公司
TEL:02-22766737~38

FAX:02-29946443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68號 

實億電器有限公司
TEL:02-26011049

FAX:02-26012868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141號

大裕電器有限公司 02-22914593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1段56號 

易生電器行 02-26181111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1段396號 

壹豐電器行 02-22880514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72號 

雙盛電器有限公司 02-26717901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0號1F

民昌電器行 02-22710519 新北市板橋區建國街50號1F

鴻輝電器有限公司 02-22558633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214號1F

見瞻電器有限公司 02-29598045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28號1F

海加企業有限公司 02-29299595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328號1F

陞光電器有限公司 02-29425890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0號1F

桓昇電器有限公司 02-22681631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98號1F

鉅洲有限公司 02-29566842 新北市板橋區懷仁街47號1F

嘉誠冷氣空調有限公司 02-29211459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61號1F

新邵有限公司 02-22319199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204號1F

訊立電器有限公司 02-22659122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89巷4號1F

勝福電器有限公司 02-22632235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16號

世明電器行 02-26707052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38號1F

昌源電器有限公司 02-29914925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３４７號

浚翔電器有限公司 02-29546366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81號

億愿冷氣工程有限公司 02-29681488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73巷5號1F

龍全　電器有限公司 02-22013045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４７６號

tel:02-29800448%0a       02-29895977
tel:02-29800448%0a       02-29895977
tel:02-22833646%0aFAX:02-22835562
tel:02-22833646%0aFAX:02-22835562
tel:02-22809011%0aFAX:02-22863896
tel:02-22809011%0aFAX:02-22863896
tel:02-29867101%0aFAX:02-29862909
tel:02-29867101%0aFAX:02-29862909
tel:02-22613776%0aFAX:02-22619630
tel:02-22613776%0aFAX:02-22619630
tel:02-22801339
tel:02-82859696%0aFAX:02-82859640
tel:02-82859696%0aFAX:02-82859640
tel:02-22835799%0aFAX:02-82827564
tel:02-22835799%0aFAX:02-82827564
tel:02-29786254%0aFAX:02-29749448
tel:02-29786254%0aFAX:02-29749448
tel:02-22766737~38%0aFAX:02-29946443
tel:02-22766737~38%0aFAX:02-29946443
tel:02-26011049%0aFAX:02-26012868
tel:02-26011049%0aFAX:02-26012868


店名 電話 地址

千弘電器行 03-4595395 桃園縣平鎮鄉金陵路２段１４號  

安展電器有限公司 03-4697008 桃園縣平鎮市湧光里南豐路61號

尚品電器行 03-4092112 桃園縣龍潭鄉東龍路329號1樓

鵬銪電器行 03-3623876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1段949號

禾玉電器有限公司 03-3257584 桃園縣桃園市信光里義光街6號1樓

全福電業行　 03-3241295 桃園縣蘆竹鄉山腳村海山路二四號

宏記電器行 03-3377092 桃園市民生路554號

宏騏電器有限公司 03-3262515 桃園市中正路607號

健富水電材料行 03-3299600 桃園縣龜山鄉新興村中興路215號1樓

中樂電器有限公司  03-3299705 桃園縣龜山鄉大同村自強東路139號

大園電器行　 03-3863336 桃園縣大園鄉大園村新生路１號

台晏電業行 03-3228148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260號

一等電器行 03-3883515 桃園縣大溪鎮慈湖路8號

立鑫電器行 03-2201867 桃園市中平里中山路649之1號 

宏大電器行  03-3765124 桃園市建國東路２號１Ｆ之２

利民電器行 03-4567892 桃園縣中壢市環中東路2段14號

晉宏電器行 03-4892169 桃園縣龍潭鄉龍元路７９號

長冠電器有限公司 03-4256038 桃園縣中壢市中豊路56號 

旺泉電器行 03-4557934 桃園縣中壢市中原里興農路122號1樓 

升保電器行 03-4524257 桃園縣中壢市興忠街66號 

力碩企業有限公司 03-4250238 桃園縣中壢市中榮里中正路261號1樓 

得興電器有限公司 03-4256473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1073號

益合電器有限公司 03-4952047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1043-1號

駿揚電器百貨行 03-4507138 桃園縣平鎮市龍安路167號 

佳誠電器行 03-4020300 桃園縣中壢市新明里8鄰中山路492號1樓   

店名 電話 地址

元祺電器行 03-5591452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1段45-3號

偉鎮電器行 03-4772646 桃園縣新屋鄉中華路254號

瑞欣電業行 03-4723647 桃園縣楊梅市豐野里民生街１０號１F 

鵬榮電器行 03-5200203 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明湖一街8號1F

富寶電器行 037-833391 苗栗縣三灣鄉中正路209號

旭聲電器行 03-4815036 桃園縣楊梅市中山北路2段463號

惠陽科技有限公司 03-4758213 桃園縣楊梅市大成路153號1樓

宏立電器行 03-5943666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2段304號

今泰電器行 03-5995859 新竹縣湖口鄉達生北路58號

永明電器行 03-5990427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2段122號

上賓電器行 03-5231556 新竹市中山路263號

世玖實業有限公司 03-5774336 新竹市光復路1段113號

五福電器有限公司 03-5373521 新竹市內湖路34巷5號

宇成電器行 03-5500080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107號

金長益電器 03-4524589 桃園縣中壢市福州一街80號

環球電器行 037-668679 苗栗縣頭份鎮民族路95號

三王電器行 037-477550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7鄰光復路250號

大家電器行 037-683297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952號

永昌電器行 03-5517218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577號

中原電器行 037-478228 苗栗縣竹南鎮聖福里延平路213號

明鋒家電廣場 037-541917 苗栗縣造橋鄉大西村7鄰尖豐路116號 

建嘉電器行 037-672530 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453號

國量有限公司 037-664223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617號

萬順電器有限公司 037-665780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57號

旗豪電器行 037-874097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47-10號

葳錡興業有限公司 037-482371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里大業街129號

欣榮電器行 037-266386 苗栗市福星街一六三號　　　　　　　　　

美光綠能家電行 03-5553280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66號1樓

天籟企業社 03-4759333 桃園縣楊梅市大華街27號

真富美電器行 03-4901818 桃園縣新屋鄉民族路6段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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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捷電器行 04-22135888 台中市東區長福東街33號

建欣電器有限公司 04-23207981 台中市西屯區何成里大墩路949之3號１樓

健鑫電器有限公司  04-25253982 台中市豐原區西勢四街21號  

格愛陞有限公司 04-25297497 豐原區惠陽街91號

三合電器行 04-25816439 石岡區豐勢路505-6號

宗信電器行 04-25811920 新社區中和街4段206號

青年電器行 04-25233311 豐原區三民路105-1號

隆聲電器行 04-25270789 豐原區豐東路27號

精鋒電器行 04-26981900 台中市大肚區育樂街一號　

鋐昌電器行 04-26394652 台中市龍井區茄投路１２６號

鴻運電器行 04-25628120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１０２５－１號

立交實業有限公司 04-25321692 台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一段99巷10號

金佳電器行 04-26315840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１１０號　

金倡電器行 04-25668647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4段606號  

昭強電器有限公司   04-26563333 台中市梧棲區中興路320號 

震鑫貿易有限公司 04-25202048 台中市豐原區社皮路177號 

丞虹電器有限公司　 04-25346700 台中市豐原區合作街１５３－４號

尚廣電器有限公司 04-25282847 台中市豐原區東湳里三豐路836巷21號

久久電器行 04-26357399 台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一段375號 

吉成電器行 037-862246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126號

易成電器有限公司 037-741999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151-1號

京品電器行 04-26363826 台中市沙鹿區屏西路353號 

冠明冷凍電器行 04-26262241 台中市清水區中華路609號 

高美電器行 04-26282400 台中市清水區高美路273-20號 

晏新電器行 04-26860852 台中市大甲區文武路197-3號 

嘉聲電業行 04-26225066 台中市清水區文昌里文昌街80號1F

億聲電器行 04-26814011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2段230號 

大都會電器有限公司 04-22137118 台中市東區精武東路93號

正加電器有限公司 04-23912930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3段194號

友全電器有限公司 04-23222828 台中市西屯路1段347號

松美電器行 04-22412696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2段213號

佳展電器實業有限公司 04-24612177 台中市西屯路3段179-6號

昇汶電器有限公司 04-22476266 台中昌平路1段97-3號

泰榮電氣行 04-23025569 台中市向上路1段120號

盟音電器有限公司 04-22350662 台中市北屯路267號

銓瑩電器有限公司 04-22206060 台中市台灣大道1段636號

仰光有限公司 04-25321133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207號

靖竑科技有限公司 04-25321133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207號

久久電器行 04-24796199 台中市黎明路一段36號

上鑫電器行 049-2323136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38號

正昇電器行 04-7988456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218號

永和電器行 04-23898424 台中市南屯路二段601號

建昇行電器有限公司 04-7285891 彰化市民族路87號

承暉電器行 04-7241709 彰化市華山路176號

陽昇電器有限公司 04-7113327 彰化市大埔路485巷89號

極品家電有限公司 04-7229876 彰化市曉陽路194號 

慶泰電器行 04-23825486 台中市忠勇路79-4號

毅鴻電器有限公司 04-7616271 彰化縣義興村義興街152號

聯毅電器行 04-24725315 台中市文心南五路319-3號

尚亨電器行 04-7687788 彰化縣秀水鄉民主街34巷10號

大昌視聽有限公司 04-7559243 彰化縣和美鎮和線路73號

全統電子專賣店 04-23378502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249號

金峯電器行 04-8747077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393號

台灣高沅空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25321133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207號

高盛電器行 04-8246855 彰化縣永靖鄉永安街121號

正智電器行 04-8750884 彰化縣田中鎮福安路296號

勝達電器行 04-8393518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一段354號

04-8355147 彰化縣員林鎮莒光路497號(員林總店)

04-8819753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02號(溪湖店)

04-8881996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408號(北斗店)

緯鴻電器行 04-7880815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427號 

瑞豐電器行 04-7364599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56-16號  

利王電器批發 04-7750230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2段110號1樓  

千益電器行 04-7778701 彰化縣福興鄉中正路132號

昇昌電器行 04-7765256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91號　

特家麗企業有限公司 04-7752939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406-1號(鹿港總店)  

特家麗企業有限公司 04-8884252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2段153號(北斗店) 

特家麗企業有限公司 05-6338899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2段399號(虎尾店)

國昇電器行   048-931981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306號  

國彬電器行 048-684640 彰化縣二林鎮二溪路6段465號　

祥好電器行  048-951806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3合段92號 

東朋電器行  048-921469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3段471巷13號

健民電器行 048-970300 彰化縣竹塘鄉文化街９號 

大聯電器商行 048-682072 彰化縣二林鎮萬興里二溪路6段558號 

昇寶電器行  049-2644079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路10號 

銘山電器有限公司 04-23393762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84號1樓　

德和電器行 049-2640788 南投縣竹山鎮大明路162號  

新寶電器行　 049-2989058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２５３號

廣駿電器行 04-24925933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４１４號　

振生電器行　 04-24060932 台中市大里區東里路24號1樓 

東虹電器行 049-2763028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２００－５號

喬揚電器行 049-2524989 彰化縣芬園鄉芬草路一段320號  

立仁電器行有限公司　 04-22792485 台中市大里區立仁路７９號　

晉昇電器行  049-2338030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824號1樓   

盛全3C電子量販



店名 電話 地址

禾豐電器企業社 (05) 235-7100 嘉義市東區興仁里興仁街137號1樓

明發電器行 (05) 277-6672 嘉義市東區頂庄里台林街２０７號

隆門電器有限公司 (05) 236-4669 嘉義市湖內里民生南路926號

新大元冷氣有限公司 (05) 268-7959 嘉義縣水上鄉柳鄉村柳子林260號

上昇電業行 (05) 268-2090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285號

弘昇電器行 (05) 265-3301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祥和路248號

永昌電器行 (05) 276-8589 嘉義市太平里新生路412號

名晟電器行 (05) 233-3943 嘉義市小湖里中興路27號1樓

西北電器行 (05) 374-1237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141號

鴻昌電器行 (05) 232-8828 嘉義市北興街240號

正隆電器行 (06)6323556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01-20號

朴子電器行 (05)3705890 嘉義縣朴子市四維路二段13號

上位電器有限公司 (05) 224-5192 嘉義市仁愛路334號

百鈴電器影視有限公司 (06) 698-2583 台南市六甲區甲南村珊瑚路57號

東旭電器行 (06) 680-3430 台南市東山區中興路71號

松興電器行 (06) 652-4834 台南市新營區太北里20鄰太子宮142號之1

保太

峰典

(05)2377909

(05)2373154
嘉義縣太保市麻太路218號    

信昌電器行 (05) 379-1988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35-22號

冠昌電器行 (鹿草聲寶)
(05)3751601

(05)3750801
嘉義縣鹿草鄉西井村327號

英布電器行 (05) 379-2255 嘉義縣朴子市開元路167號

家圓電器 (05) 345-0117 嘉義縣布袋鎮中安里21鄰過溝中厝109-25號

陞鴻電器行  06-6225059 台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2段111號 

高佳電器有限公司 (05) 371-1158 嘉義縣太保市後潭里330號

高堡電器行 (05) 379-2252 嘉義縣朴子市中正里山通路172號

豐昌電器行
06-6350832

06-6352832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４７號　

立達電器行 05-5322213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571號

光宏電器行 05-6221850 雲林縣虎尾鎮中溪里中興路115號

夙光電氣行 05-5842070 雲林縣莿桐鄉中山路149號

享亮電器行 05-5868856 雲林縣西螺鎮新興路239號

昆明電器有限公司 05-6328989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2段206號

明大電器行 05-5866420 雲林縣西螺鎮公正一路九八號

明田電器行 05-6652426 雲林縣土庫鎮北平里仁愛街３６－１號

明昌電器行 05-5972272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街５９號

金美電器行 05-5516180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499號

信佳電器行 05-5321628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一七七號

建昇電器行 05-6961313 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中山路２０８號(全聯福利中心旁)

日穩電器有限公司 05-5351971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里內環路735號

聯鈦冷凍空調電器行 05-5371101 雲林縣斗六市成功路511號

全家福電器行　　　　　　　　 06-2325898 台南市永康區正強里中正路95號　　　　　　

利聲家電有限公司　　　　　　 06-2641233 台南市金華路一段183號　　　　　　　　　

祥盛電器有限公司 06-2339080 台南市永康區永明街71號1樓

大洋電器行 06-2792841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473號

立峰電器行　　　　　　　　　 06-5903570 台南市新化區武安里中正路３３５之１號　　

佳益電器行 06-2305168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61號

尚鋒電器行 06-2712013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69號1樓

晉大電器行 06-5955068 718台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一段1161號

展晟電器 06-5850556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143之9號

聖寶電器企業社 06-5936480 臺南市安定區新吉里15鄰新吉211號

鴻興電器行　　　　　　　　　 06-2309205 台南市歸仁區後市里中山路2段207號一樓　　

友信電器有限公司　　　　　　 06-2327177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162之6號1樓    　　

合祥電器行 06-2598300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26號１樓

光生電氣有限公司　　　　　　 06-2263696 台南市青年路七五號　　　　　　　　　　　

利興電器有限公司　　　　　　 06-3562623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四五號　　　　　　

富達家電有限公司 06-2096566 台南市開元路93號

聲成電器有限公司　 06-6026086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二段62號3樓

有聲有色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06-2802828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301號1樓

宏日發股份有限公司 06-2451997 台南市同安路80巷45弄6號

易憬企業有限公司　　　　　　 06-2217946 台南市永華路３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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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電器行
07-3116362

 Fax 07-3134313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98號

吉倡家電有限公司
07-8061588

 07-8012425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4號

筣達電器行
07-5517362

 Fax 07-5617610
高雄市塩埕區大公路9號

五福電器行
07-2917306

07-2910213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96號

益弘電氣行
07-2825675

 07-2728230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二五九號

秀翔實業有限公司 07-7256606~7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1號

來成家電百貨量販店
07-7685090

 07-7515547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307號

高昇電子專賣店 07-3839474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60號

中新電器行
07-7219876

07-7518032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142號

慶旺電器有限公司
07-7498625

07-7493619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3號

瑜亮電器有限公司
07-3220617

07-3220618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180號

康福電子實業有限公司 07-2371333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97號

建榮電器有限公司
07-3463131

07-3428820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15號

群業電器行
07-7913423

 0910424454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486號

大舜電器行
07-3860492

07-3860493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08號

翌欣興業有限公司 07-8012306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03號

不用套印 07-6110031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路7號1樓

慶明電器行
07-6167285

0931998518
高雄市燕巢區東燕村中民路665-4號1樓

阿宏電器行
07-6982273

07-6982391
高雄市路竹區華正路181號

新知數位家電有限公司
07-6246688

07-6975306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40之1號

首席家電企業行
07-6231863

07-6231862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25之5號

吉祥電器行 07-6973255 高雄市路竹區中華路106號

上嘉電器行 08-7556602 屏東市建南路125號1樓

順龍電器有限公司
08-7338671

08-7344355
屏東市古松巷43號

聲寶潮州電器行 08-7882691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興隆路106號

上新家電製品
06-9277232

 06-9263132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39號

上眾電器有限公司 06-9263886 880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66-1號

宏欣企業行 07-6611383 847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136-13號

新豐電業行 08-7962120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興中路351號1樓

新興電器行 08-7361130 屏東市興樂里勝利東路９７號

里港電器行
08-7756665

08-7752574
屏東縣里港鄉永春路６１號 

光華無線電機行 06-9272892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2號

成宏電器行
07-7470294

 07-7415522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88號1F

百崎電器行 07-7668155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7鄰大明路37號  

技高電器行 07-7880593 高市大寮區大寮村光明路2段425之1號  

昭亨企業有限公司 07-8315355 高雄市鳳山區福成里五甲三路70號

華渝企業有限公司  
07-7018775

 07-7026658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民信街10號1樓   

大進電器行 07-6462865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村鳳林一路1之2號1樓

弘林電器行
08-8339592

08-8354672
屏東縣新園鄉興龍村臥龍路16號  

來福電器商行
08-7230002

08-7349188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瑞光路二段16號1樓

榮茂電器有限公司   
08-7886611

 08-7896611
屏東縣潮州鎮南進路3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