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局名稱 地址 電話
建宏(重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3號 02-2331-4516
建弘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41號 02-2388-1351
金石堂建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113-115號1-2樓 02-2205-5706
金石堂安康加盟店 台北縣新店市安康路二段128號B1 02-2212-0877
金石堂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122號3樓 02-2228-6422
金石堂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27號1樓 02-22305018
金石堂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5號2樓 02-2249-4594
金石堂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37號1.B1樓 02-2250-3313
墊腳石(許昌)圖書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20號 02-2311-0680
金石堂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196號 02-2322-3361
黎明文化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49號 02-2382-0613
金石堂和平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2段41-49號B1 02-2351-3128
弘雅(重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61號 02-2361-7511
金石堂汀州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184號 02-2369-1245
誠品116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16號 02-2370-0588.
墊腳石(重南)圖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號 02-2370-8836
誠品站前店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47號B1(台北車站K區地下街) 02-2375-9979
金石堂城中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19號 02-2381-5705
學文社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21號 02-2420-2195
弘雅(復北) 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02-2500-6600
建宏(大直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16號 02-2532-3448
墊腳石(南西)圖書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2號 02-2556-8822
何嘉仁(民權店)圖書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107號1樓 02-2586-5258
墊腳石(淡水)圖書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72號 02-2620-0121
美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五段976號1樓 02-2654-7489
金石堂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77號 02-2686-4638
旭如書局(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23巷12號1樓 02-2720-5810
金石堂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30號 02-2751-8202
金石堂松山店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2號1樓 02-2765-0288
誠品敦南店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45號B2-2F 02-2775-5977
金石堂忠孝文具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30號 02-2781-6303
金石堂德明加盟店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1段68號1樓 02-2797-8776
日昇書局(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二段74號 02-2825-0225
金石堂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77號7樓(SOGO) 02-2834-7137
金石堂天母店 台北市天母西路3號之32-52號 02-2871-7641
墊腳石(士林)圖書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25號 02-2880-2860
金石堂新店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90號B1 02-2913-8104
金石堂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252號B1之3 02-2914-9849
建宏(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18號B1. 02-2934-9447
金石堂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16號B1 02-2940-0256
金石堂板橋遠百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28號7F(板橋大遠百) 02-2964-6451
何嘉仁(三重)圖書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57號 02-2982-9519
崇文書局 台北縣新莊市中華路一段92號 02-2991-5634
政大書城(台大)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 段301 號B1 02-3365-3118
誠品生活松菸店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1號出口) 02-6636-5888
誠品生活新板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66號(板橋捷運站2號出口) 02-6637-5366
金石堂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520號 02-8281-4780
金石堂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218號1F 02-8502-0621
金石堂北大加盟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88號1-2樓(101/9/28遷店) 02-8671-3831
金石堂崇光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45號10樓(SOGO) 02-8771-6051
誠品信義旗艦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1號 02-8789-3388
金石堂國醫中心加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2段325號Ｂ１ 02-8791-8106
金石堂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2樓 02-8969-3352
永源(桃園諾貝爾)圖書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56號 03-337-5082
金石堂蘆竹加盟店 桃園縣蘆竹鄉中正路253號 03-3116-816



金石堂桃站店 桃園市大同路24號 03-3343-713
學園社  桃園縣桃園市育樂街7號1樓 03-3350-600
金石堂八德加盟店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一段987-989號 03-375-6151
金石堂林口長庚店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144號1F 03-396-0601
信望愛 桃園縣平鎮市延平路一段21號 03-422-1921
金石堂中壢加盟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路132號B1 03-4228-644
墊腳石(中壢旗艦)圖書 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89號 03-4228-851
金石堂壢新加盟 桃園縣平鎮市廣泰路75-2號 03-4923-250
金石堂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56號1樓 03-5224-829
墊腳石(新竹)圖書 新竹市中正路38號 03-5236-984
金石堂新竹站前店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2號11F (SOGO百貨內) 03-5280165
金石堂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66號1-2樓 03-558-8712
大學書局(新竹） 新竹市建功路10號 03-573-5661
金石堂台積店 新竹市科學園區力行路6路8號 03-5799-223
芙華書局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205號 037-320-810
金石堂苗栗家樂店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599號1樓(家樂福內) 037-370881
政大書城(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47之2號3樓 03-8316019
新生書局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168號 03-8324533
墊腳石(台中旗艦)圖書 台中市三民路3段88號 04-2223-9838
誠品台中中友店 台中市三民路三段161號10F、11F(台中中友百貨C棟) 04-2225-3456
金石堂台中遠百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2段105號9F(台中大遠百) 04-2252-3280
誠品台中新光三越店 台中市中港路二段111號11F（台中新光三越百貨11F） 04-2258-1609
建成書局 台中市南區仁和路207號 04-2287-9117
金石堂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52號 04-2320-0319
勤美誠品綠園道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 (勤美誠品綠園道2F、3F) 04-2328-1000
弘軒書局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85號 04-2452-7991
金石堂福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479號1樓 04-24639875
金石堂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86號及486-1號二樓 04-2482-9125
三民(豐原)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0號 04-2524-4752
誠品豐原太百店 台中縣豐原市復興路2號B2（太平洋百貨B2） 04-2526-1346
諾貝爾(豐原)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4號 04-2528-5196
建國(清水) 台中市清水區光華路156號 04-2623-2235
金石堂新童加盟店 台中市梧棲區中棲路一段699號B1 04-26584802
金石堂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59號2樓 04-2680-3455
誠品台中金典店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 (金典綠園道B1) 04-3609-0055
金石堂光復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249號1樓 04-7229-212
墊腳石(員林)圖書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49號 04-8338-485
大大(田中) 彰化縣田中鎮福安路285號 04-874-8117
大大(南投)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165號 049-223-9046
墊腳石(草屯南益)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0號 04-9235-6908
墊腳石(埔里)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69號 049-299-7355
墊腳石(嘉義)圖書 嘉義市中山路583號 05-2273-928
大人物 嘉義市體育路29號 05-228-2648
天才書局(嘉義) 嘉義市大業街97號 05-228-9560
金石堂嘉義耐斯店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600號 4F-5F 05-2773490
金石堂北門店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346巷21號1樓(家樂福內) 05-277-5956
金石堂斗六家樂福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97號(家樂福1 F) 05-5345-643
誠品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91號 05-700-3566
金石堂台南一店 台南市中山路147號 06-2206-530
南一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76號 06-222-1215
政大書城(台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120號 06-2239808
超越書局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56號 06-2269-759
效果 台南市東區府東街206號 06-235-3350
金石堂南遠店 台南市前鋒路210號B1 06-2388836
金典書局 台南市東區前鋒路143號 06-274-2711
誠品台南安平店 台南市文平路207號2F(慈濟中小學旁) 06-2936-568



金石堂南新店 台南市中區西門路一段658號5樓 06-3030235
誠品生活文化中心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360號 06-602-7768
金石堂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36號 06-6354088
誠品高雄大統店 高雄市和平一路218號10F 07-222-0800
政大書城(光華)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83號 07-223-0786
大育書局(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9號 07-286-5320
金石堂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83號 07-311-6738
誠品高雄醫學院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B1(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B1) 07-312-8188
青年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41號 07-332-4910
金石堂三多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13樓 07-3351-457
明儀(北倉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福街2號 07-343-5387
捷勝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31號 07-3456633
金石堂高榮加盟店 高雄市大中一路386號1樓(榮總醫院) 07-3497826
金砂山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00號 07-362-7028
誠品高雄新世紀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2樓(大統新世紀百貨2F) 07-386-0058
金石堂漢文文具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6F 07-5223358
金石堂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尾北里站前北路1號3樓 07-5884-217
金石堂高雄長庚店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之10 07-7335311
鳳山大書城(圖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38號 07-743-2143
大育書局(鳳新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50號 07-7668-577
金石堂成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07-823-3001
大學書城(屏東)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18號之3 08-721-6305
博克書局(屏東) 屏東縣屏東市公園東路7號之6 08-723-0540
金石堂屏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90號4樓 08-7320297
屏東文化城 屏東縣屏東市民族路115號1樓 08-733-6992
誠品屏東太百店 屏東市中正路72號7F (太平洋百貨7F) 08-765-1699
金石堂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32號 08-7889056
貿騰 02-82275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