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市名稱 所在縣市 縣市區域 詳細地址

全球 全球通訊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11號

全勝 大呼小叫掛招店-全勝通訊行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67號

怡禾企業 怡禾神腦 STS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04號

強流 手機生活館（復興店）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66號

強流 手機生活館（神農店）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二段40號

華祐 華琳通訊(音廣店)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73號

華祐通訊 華琳通訊（新神農） STS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73號

遠域科技 手機無限城 (友愛店)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東路64號

銘志通訊行 手機聯盟 STS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59號

洪鈞通訊 手機小站 STS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77號

飛信企業社 大呼小叫掛招店-台灣通訊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41號

強流 手機生活館（民權店） STS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71號

強流 手機生活館（興東店） STS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58號

華祐通訊 華琳通訊-羅東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53-1號

遠域科技 手機無限城（羅東店）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136號

傑士通訊行 傑士通訊行七堵店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48號

百發百中 百發七堵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147-5號

典柘 六六屋通訊公園 基隆市 中正區 基隆市仁愛區公園街319-6號

典柘 六六屋通訊新豐店 STS 基隆市 中正區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26號

百發百中通訊行 百發通訊行廟口門市 基隆市 中正區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49號

正達通訊 正達通訊公園店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公園街319-14號

正達通訊 正達通訊基隆店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忠四路7號

睿暘科技通信行 極速通信-愛四店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41號

睿暘科技通信行 極速通訊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73號

鎮瀧通訊 鎮瀧通信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43號

鎮瀧通訊 鎮瀧通信廟口店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57號

瀚洋通訊行 瀚洋通訊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96號

登貴通訊 名家通訊大武崙 STS 基隆市 安樂區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76-1號

典柘 六六屋通訊暖暖店 基隆市 暖暖區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79號

京鑫通訊 京鑫通訊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77號

保東 保東-文林店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80號

葳訊企業 葳訊-天母 台北市 士林區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9號

順捷通訊雙連店 STS 台北市 大同區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82號

日進通訊 日進通訊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號

通達通訊 通達通訊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49巷4弄4號2F

誼加行 大安和平通訊 STS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57-1號

聲至國際通訊 全世通3C地下街 STS 台北市 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75-1號(地下街27-3號店鋪)

保東 中山林森北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40號

美成通訊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236號

徠誠通訊科技 徠誠通訊 台北市 中山區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86號

力天科技 力天通信-公館店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38號

弘樺科技 世界電話79室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F(79室)

弘樺科技 弘樺通訊7室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F(7室)

立一電信 世峰通訊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47號

新威國際企業 地標網通-汀州店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41號

新威 地標台北光華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4-3號

蔡家國際 台北八德3C流行館 台北市 中正區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9號

易成通訊 內湖指標通訊行 台北市 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71-1號

冠楓通訊行 冠楓內湖 台北市 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9號

暘翊 手機經濟學成功店 台北市 內湖區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31號

易訊 易成通訊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56號

揚昇通信 揚昇通信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號

豐京通訊 豐京通訊 台北市 文山區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75號

Samsung Galaxy A9 販售通路-其他

*台灣三星保留活動變更修改終止之權利，詳細活動辦法依其他各指定通路公告為主　**產品及顏色依實際銷售通路與上市時間為主



全俐 全俐通信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12號

首麗通訊 3C數位網-北投光明店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84號

復興資訊 復興通訊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30號

豐曜科技 星球電訊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50巷12號

豐曜科技 慧全通訊 台北市 北投區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115號

宇康通訊 民生店 台北市 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24號

宇康通訊 三民店 STS 台北市 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88-1號

新安通信 鎧樂通訊 台北市 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撫遠街335號

葳訊企業 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 松山區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5號

日進通訊 日進網通-西門獅子林店 台北市 萬華區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57室)

兆信國際 首賀通訊萬華西園 台北市 萬華區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116號

兆信國際 首賀通訊萬華環河南 台北市 萬華區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153號

耀傳國際 台北市 萬華區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36室)

帝國通訊 帝國通訊 STS 台北市 萬華區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102室)

恒生企業社 台倫通信 台北市 萬華區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94室)

全政 全政通訊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1號

峰銘通訊 峰銘通訊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4號

繼大通訊 熊熊手機館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6-6號

廷達通信 自己人手機館-土城店 新北市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04號

常榮通信 常榮-土城裕民 新北市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9號

至家企業社 致嘉-景平店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527號

先達國際企業 胖達3C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403-1號

京碩科技 飛鴿通訊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135號

新安通信器材行 新安通信-NOKIA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73號

聲至國際 STH 3C數位-環球中和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B2(B225-3櫃)

鴻龍國際電訊 洪龍-聯強店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667號

順捷數位_頂溪捷運店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07號

全致 全致通訊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52-2號

傑士通訊行 傑士通訊行樟樹店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0號

傑士通訊行 傑士通訊-大同店 STS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26號

吉奕 手機博士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91號

廷達通信 自己人手機館-溪北店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17號

京東實業 手機先生二店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23號

手機先生 STS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206號

常榮通信 常榮通信-板橋中山店 STS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22號

貫通通訊 貫通永通通訊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19號

貫通通訊 永通通訊-板橋三民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44號

鴻邁科技 板橋新城 STS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28號8F

藍宇 藍宇3C民權店  SCS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320號

聲至國際 STH 3C數位-環球林口A9店 新北市 林口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2號(104櫃)

吉奕 吉盈通訊 STS 新北市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68號

登貴通訊 名家通訊金山分店 新北市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90號

登貴通訊 名家通訊金山二店 新北市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12號

聲至國際通訊 聯強國際泰山明志店 STS 新北市 泰山區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37號

佶事 MOTORORA金質店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40號

順捷通訊_大坪林捷運店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4號

順捷通訊 捷運七張店STS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22號

宏驜 來風通訊廣場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437號

信文通信 大呼小叫-信文通訊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80號

盈通電訊 盈通電訊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58號

航聯通訊 大翔通訊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68號

建安通訊 建安通訊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60號

樂鴻-新莊幸福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75號

鴻普通信 大呼小叫-富國一店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11號

鴻龍國際電訊有限公司 鴻龍國際-新莊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13號

典柘 六六屋通訊瑞芳店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25號

*台灣三星保留活動變更修改終止之權利，詳細活動辦法依其他各指定通路公告為主　**產品及顏色依實際銷售通路與上市時間為主



台灣行動資訊社 悠遊-手機達人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53號

台灣行動資訊社 手機達人二店 STS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74號

先達國際企業 先達通訊樹林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47號

聲至國際通訊 全世通蘆洲民族店 STS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1-2號

向東電信 蘆洲 STS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95號

泓億通訊 SmartPhone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88號

飛龍通訊 飛龍通訊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19號

道湘實業 彤欣通訊 STS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192號

樂穎通信 葳遑通信全友通信八德桃鶯店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104號

久毅通訊社 久毅通訊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07號

久毅通訊 平價手機屋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03號

全宇電信 全宇通訊-建國店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建國路70號

全宇電信 全宇中壢中正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79號

宇鋒電信 比價王-內壢中華店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276號

柏鑫通信 飆手機 環中店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9號

芮丞通信 飆手機 STS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二段662號

祺申通訊 祺申通訊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7號

祺申通訊行 祺申通訊-忠孝店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111號

祺申通訊 平鎮店 STS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3號

永鑫通訊 永鑫通訊平鎮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231號

卓創 台灣行動屋-龍安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83號

卓創 台灣行動屋-寶山店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08號

鴻網科技 協訊-桃園中正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143號

金馬講數位 金馬講數位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57號

金馬講數位 金馬講數位通信南平店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48號

金順通訊社 金順通訊中平店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121號

金順通訊社 金順通訊復興店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226號

統群通信 飆手機-酷酷魔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367號

玖峰通信 飆手機桃園大業店 STS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72號

柏鑫通信 飆手機-桃園中正店 STS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18號

省碼數位 大呼小叫-基地台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43號

典匠 基地台通訊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50號

麥可威爾貿易 麥可威爾NOVA11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10櫃)

麥可威爾貿易 麥可威爾科技-司麥萬壽店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萬壽路三段204號

詔羽企業社 詔羽通訊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86號

義鋒 義鋒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226號

誠宏科技 聯福民生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24號

潮流興通信 潮流興通訊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379號

向東電信 桃園 STS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68號

傑瑞通訊 傑瑞通訊行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510號

宇創科技企業社 龍潭北龍 桃園市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43號

宇創科技企業社 世創北龍 桃園市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46號

世創通訊 手機批發王(宏創科技) STS 桃園市 龍潭區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12號

全勝數位通訊行 全勝數位通訊行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51號

昱勝數位通訊行 全勝數位通訊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75號

樂穎通信 朋友龜山店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66號

鴻網科技 協訊國際-觀音店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165號

上豪通訊 摩比販賣機 湳雅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16號

合洋通訊  比價王 瑪奇西大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467號

米夏通訊 米夏玩手機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327號

胖蜥蜴行動館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 北區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79號

上豪通訊 摩比販賣機 林森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89號

麒麟企業社 NOVA153店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200號(153櫃)

麒麟企業社 158通訊 STS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58號

概念通訊行 比價王 概念林森 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52號

合洋通訊 比價王 瑪奇竹北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07號

*台灣三星保留活動變更修改終止之權利，詳細活動辦法依其他各指定通路公告為主　**產品及顏色依實際銷售通路與上市時間為主



竹鑫企業社 竹鑫通訊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51號

概念通訊行 比價王 概念竹北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34號

掏寶 聯強電信聯盟-169電訊-竹東店 新竹縣 竹東鎮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10號

可鑫通訊 可鑫通訊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街68號

竹鑫 上鴻通信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12-8號

艾克力 順鈺電信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大智路30號

新埔通訊 新埔通信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515號

艾克力 艾克力手機百匯 新竹縣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67-4號

奇鑫通訊 奇鑫通訊 新竹縣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162號

新埔通訊 關西通信 新竹縣 關西鎮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20號

永毅企業社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76號

光速通信企業社-光速通信博愛店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53號

光速通信企業社-光速通信延平店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158-8號

宏翊商行-宏翊通訊頭份店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164號

勤誠科技-勤誠通訊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776號

勤誠科技-聯誠科技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571號

嘉鑫科技有限公司-嘉新電腦通訊草屯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163號

嘉鑫科技有限公司埔里分公司-嘉新通訊埔里店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忠孝路145號

哈拉電信埔里加盟店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83號

全台通訊 南投縣 水里鄉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一段66號

詮和企業社 南投縣 竹山鎮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集山路三段883號

康任通訊有限公司-佳擇通訊行 台中市 霧峰區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25號

銀河通訊社-佳擇專業通訊總店 台中市 中區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39號

天贊通信 台中市 大甲區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993-5號

899手機館 台中市 沙鹿區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533號

老闆通信行2店 台中市 中區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35號3F(279室)

老闆通信行3店 台中市 中區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135號2F(26室)

神傳通信行-清水店 台中市 清水區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44號

神傳通信社-青海店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02號

馬蓋先通信 台中市 北區 台中市北區民權路401號

聯強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 大里區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92號

友愛通訊企業社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42號

天地通訊行-天地通訊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67號

強項通訊社-天地通訊 台中市 東區 台中市東區忠孝路451號

全勝科技 台中市 南區 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666號

日虹通信行-日虹通信南屯東興店 台中市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5號

冠虹通信行-冠虹通信行北平店 台中市 北屯區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131號

台中數位-南屯店 台中市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351號

SKY電訊-新時代店 台中市 東區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1-3號

SKY電訊-大里店 台中市 大里區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06號

必勝-NPD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3號

必勝國際有限公司學士門市-必勝學士門市 台中市 北區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51號

禾鉅通訊社 台中市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16號

光通企業社-光通電訊 台中市 豐原區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1號

光通企業社-光通電訊中正店 台中市 豐原區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44號

全益通訊 台中市 東區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369-32號

佑祥通訊有限公司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5號

佑祥通訊有限公司烏日店 台中市 烏日區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576號

妙音通信有限公司-妙音Senao 台中市 沙鹿區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352號

詠翊通信行-妙音E世代 台中市 沙鹿區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344號

東東通信大甲 台中市 大甲區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225號

邱家電通通訊行-邱家電通通訊行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95號

昱丞通信行-昱丞電信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40號

昱丞通信行中山分行-哈拉潭子中山 台中市 潭子區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36號

泰電通訊行-泰電通訊行-成功店 台中市 中區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104號

泰電通訊行-泰電通訊館 台中市 太平區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28巷1號

*台灣三星保留活動變更修改終止之權利，詳細活動辦法依其他各指定通路公告為主　**產品及顏色依實際銷售通路與上市時間為主



馬尼通訊公益店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251號

捷順通訊商行 台中市 烏日區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63號

傳豐通信有限公司-傳豐通信 台中市 豐原區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65號

群億通訊科技有限公司-群億通訊 台中市 北屯區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97號

網品通信行 台中市 大里區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536號

網品通信行美村店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00號

遠鎰通訊有限公司-遠鎰通訊 台中市 大雅區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62號

榮毅通訊行-亞太行動電通 台中市 大雅區 台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16號

銓澤通訊行-銓澤通訊 台中市 太平區 台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二段126號

金澤通訊有限公司-金澤通訊 台中市 太平區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101號

蓮妝企業社 台中市 西區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62號

優豆通訊有限公司-優豆通訊有限公司博愛分公司 台中市 豐原區 台中市豐原區博愛街9號

優豆通訊有限公司-優豆通訊有限公司東勢分公司 台中市 東勢區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27號

聯勤通訊世界 台中市 大里區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11號

駿宥通訊-南屯店 台中市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26號

富翔通訊 台中市 太平區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166號

地球村通路有限公司-地球村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442號

建美電信工程有限公司 彰化縣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6號

花壇中山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143號

大地球千里達 彰化縣 福興鄉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五段273號

沅峰通訊行-立言彰化店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130號

神腦通信行-芊虹電信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73號

德瑞數位館-德瑞科技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42號

時代通信企業行-時代 雲林縣 斗南鎮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133號

時代通信企業行-聯強時代鎮北店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35號

宏基通信行-宏基通信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21號

宏基通訊行-聯強電信聯盟 雲林縣 莿桐鄉 雲林縣莿桐鄉中正路75-3號

立偉通信嘉義林森店 嘉義市 西區 嘉義市西區林森西路189號

嘉義仁愛-Apple 嘉義市 西區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60號

力易通-買樂 嘉義市 西區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501號

飛訊通訊行-MOTO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84號

宏盈通訊行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306號

揚鑫通訊行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東區成仁街55號

誠訊通信行(總店) 嘉義市 西區 嘉義市西區新榮路164號

閎海數位館 嘉義縣 梅山鄉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321號

通訊世代 嘉義縣 中埔鄉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中正路641-21號

錏信通訊 台南市 東區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5號

晉億通訊行 台南市 歸仁區 台南市歸仁區和平南街79號

訊達通訊 台南市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559號

瑞發通訊行 台南市 東區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64號

台南大灣 台南市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334號

大摩通訊 台南市 東區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108-3號

山屋生活通信 台南市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三段26號

鑫主力永康中華店 台南市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669號

長欣通信生活館西港店 台南市 西港區 台南市西港區中山路329號

富達通訊西門店 台南市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148號

真善美通信 台南市 麻豆區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16-2號

統新通訊 台南市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254號

瑋毅通訊 台南市 麻豆區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56號

哈姆行動通訊-佳里門市 台南市 佳里區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137號

寬達通信資訊行 台南市 北區 台南市北區北安路一段1-1號

WuHoo行動通訊 台南市 北區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920號

長欣通信生活館永康店 台南市 永康區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北路17號

哈姆行動通訊-中華東門市 台南市 東區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62號

成隆通訊-(北門店) 台南市 中西區 台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276號

亞柏通訊 台南市 新營區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二段88號

*台灣三星保留活動變更修改終止之權利，詳細活動辦法依其他各指定通路公告為主　**產品及顏色依實際銷售通路與上市時間為主



港都網通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42號

正勝高雄中山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1號

國菲大社店 高雄市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89號

均威通訊-仁武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10號

大信通訊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0號

凱和通訊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14號

大中通信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69號

豐宏數位-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25號

大安通訊楠梓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60號

川裕電信(五福)高雄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0號

巨霖科技通訊行(七賢店)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58號

機皇通訊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三段2號

立揚科技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73號

立翔通訊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66號

宇田通訊行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20-7號

宇杰通信-楠梓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49號

奇機行-(楠梓店)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09號

良匠林森店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4號

亞光通訊廣場-(楠梓店)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40號

東成通信 高雄市 大社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99號

長欣通訊-(岡山店)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82號

大大通訊行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12號

雲騰通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39號

傳鑫通訊行-崇德店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43號

南站通信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5號

廣聯資訊工程行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南街85號

龍森通訊行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61號

聯一通訊行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85號

鴻銘通訊行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47號

旗山豐旗 高雄市 旗山區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72號

鑫鑫通訊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86號1-2F

全亞洲通訊-林森店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5號

大大通訊行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07號

傳鑫通訊行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57號

均威通訊-二苓店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78號

屏東廣東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126號

屏東自由門市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663-1號

迅捷通信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18-15號

華聲音響通訊行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170號

屏東潮州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32號

*台灣三星保留活動變更修改終止之權利，詳細活動辦法依其他各指定通路公告為主　**產品及顏色依實際銷售通路與上市時間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