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店名稱 營業地址

麗嬰房士林一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１８２號

麗嬰房天母一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８５號

麗嬰房延平四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５段２１６號

麗嬰房通化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２７號

麗嬰房復興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１０７巷１６號

麗嬰房公館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３段１１０號

麗嬰房中山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５９之２號

麗嬰房博愛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６７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金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３６４號１樓

麗嬰房東湖哈拉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３段７２號哈拉生活商場B1

麗嬰房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３２１巷６０號

麗嬰房陽光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３２１巷６０號

麗嬰房瑞光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５８８號

麗嬰房木柵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３段４２號

麗嬰房景美二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１７２號

麗嬰房北投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１段２０號

麗嬰房石牌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１段６５號

麗嬰房民生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４６號

麗嬰房永吉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２２７號

麗嬰房忠孝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５０３號

麗嬰房三重二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１０２號

麗嬰房三重一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３段２８號

麗嬰房三峽門市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１２９號

麗嬰房金城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２段３９２號１樓

麗嬰房永和三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３３０號１。２樓

麗嬰房永和永安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４３號１、２樓

麗嬰房ＯＰＥＮ永和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１６７號

麗嬰房永和福和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２２０號１樓

麗嬰房汐止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２２０號

麗嬰房汐止三門市 新北市汐止區新興路１８號

麗嬰房板橋四川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１段１８６號１到５樓

麗嬰房板橋雙十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２段７２號

麗嬰房泰山門市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２段１３４號

麗嬰房淡水門市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１９號

麗嬰房新店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２３７號

麗嬰房大坪林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４６之１號１樓

麗嬰房中平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２８１號１樓

麗嬰房新莊民安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１３９號

麗嬰房新莊一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６４７號

麗嬰房ｉｂａｂｙ新莊佳瑪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７６３號

麗嬰房樹林門市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１段６５之１號

麗嬰房蘆洲一門市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８號

麗嬰房蘆洲長榮門市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４６８號１樓

麗嬰房鶯歌門市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１１６號

麗嬰房大湳門市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８０２號



麗嬰房中壢二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１１７。１１９號

麗嬰房內壢環東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２３６號

麗嬰房桃園－縣府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４４６號

麗嬰房桃園中正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１２４２號

麗嬰房桃園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博愛路３６號

麗嬰房楊梅門市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１４７號

麗嬰房龍潭門市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２８８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林口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２路３８之１號

麗嬰房林口長庚門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２路３８號

麗嬰房新竹一門市 新竹市中山路７８號

麗嬰房新竹四門市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２８９號

麗嬰房新竹三門市 新竹市西大路５５５號

麗嬰房竹北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２３８號

麗嬰房竹東門市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３段１１４號

麗嬰房新竹新豐門市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１段１０１之５號

麗嬰房竹南二門市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２６９號

麗嬰房苗栗門市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４５１號

麗嬰房頭份門市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７５號

麗嬰房大甲門市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７７號

麗嬰房大里門市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３９８號

麗嬰房台中太平門市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里中興路６４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台中文心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４段５９１號

麗嬰房草屯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２段３２８、３３０號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大墩門市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１段６３５號

麗嬰房台中大雅文心門市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４段４６２號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松竹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９６２號

麗嬰房台中美村門市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２５７號

麗嬰房沙鹿門市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７９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台中公益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５１４號

麗嬰房台中文心二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５６號

麗嬰房台中清水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１８６號

麗嬰房台中豐原門市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１２８號

麗嬰房霧峰門市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９７８號

麗嬰房和美門市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２段４０３號

麗嬰房彰化三門市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６段２３號

麗嬰房彰化曉陽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７５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員林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２段３６０、３６２號

麗嬰房Ｏｓｈｋｏｓｈ員林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２段７８號１樓

麗嬰房雲林斗六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２段８５之７號１樓

麗嬰房溪湖門市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３９號

麗嬰房田中門市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３段２０８號

麗嬰房員林中山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２８１號

麗嬰房員林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４２號

麗嬰房彰化ＯＰＥＮ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１９３號

麗嬰房南投埔里門市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９９號

麗嬰房鹿港門市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２段２９０號



麗嬰房南投門市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７０３號

麗嬰房斗六鎮北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３１號

麗嬰房雲林北港三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１５７號

麗嬰房嘉義朴子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１２６號、１２６之１號

麗嬰房虎尾二門市 雲林縣北港鎮義民路６１號

麗嬰房斗六ＯＰＥＮ門市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２３３號

麗嬰房台南西門門市 嘉義市中山路２２０號１樓、２２２號１至２樓

麗嬰房嘉義中山門市 嘉義市東區垂楊路３３號附１

麗嬰房嘉義體育館門市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２００之１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台南東寧門市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１３４之１號

麗嬰房台南佳里門市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２０８號

麗嬰房金華門市 台南市北區北安路１段１８３號１樓

麗嬰房麻豆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５９９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台南中正二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４０９號

麗嬰房台南仁德門市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７１１號

麗嬰房台南新營門市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１段５３８號之２

麗嬰房台南永康門市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２９７號

麗嬰房台南永華門市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３４１號

麗嬰房台南公園二門市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３４１號１。２樓

麗嬰房永康中華門市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１７０號

麗嬰房崇學門市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２段３６號

麗嬰房台南歸仁門市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５０號

麗嬰房安南門市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１２０號

麗嬰房崇明門市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８９－１號

麗嬰房善化門市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１段５６６號

麗嬰房高雄大昌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１３６號

麗嬰房高雄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６０３號

麗嬰房高雄熱河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６２號

麗嬰房高雄小港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２６２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高雄自由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２０６號

麗嬰房高雄明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３３４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岡山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７１號

麗嬰房高雄岡山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６８號１樓

麗嬰房林園門市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９８號

麗嬰房高雄瑞隆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４５３號

麗嬰房文化中心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１５７之１號

麗嬰房高雄五福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１２５之２號

麗嬰房高雄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８５４號

麗嬰房高雄華榮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３８９號

麗嬰房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１１６之１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１８５號

麗嬰房高雄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１０７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高雄光華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９５號

麗嬰房鳳山青年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４５３號

麗嬰房高雄鹽埕門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１４９號

麗嬰房屏東東港門市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２段９６號



麗嬰房屏東一門市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９９號

麗嬰房屏東二門市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２２７號

麗嬰房潮州門市－門市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１１６號

麗嬰房基隆門市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１７７號

麗嬰房ＯＰＥＮ基隆門市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１８３號

麗嬰房宜蘭門市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１２１、１２３號

麗嬰房羅東門市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７２號

麗嬰房羅東ＯＰＥＮ門市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７４號１樓

麗嬰房花蓮中山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５１３號１至２樓

麗嬰房花蓮ＯＰＥＮ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５２３號１樓

麗嬰房ＯＰＥＮ台東門市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１段４４２之１號

麗嬰房台東門市 台東縣台東市光明路１９０號

麗嬰房澎湖馬公門市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７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