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 店名 详细地址 电话

北京

决斗王国卡牌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8号双井优士阁大厦A座
2501 15647271683

拾刻桌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A座南向底商 13811691003
猎人桌游三里屯店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SOHOA座608 18901036127
雷霆卡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甲14号 17718496304
悠悠卡牌 北京市东城区银河SOHOD座3层50338 18500428074
第十一厅文化传播店 北京市丰台区集美家居大红门店6号厅东南门3层 13260099572
扭乐小铺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甲一号领展购物广场中关村B1

层
18516919117

壹和玩儿物 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6号云起时珍宝花园A座B1-12 13426475150
水真卡牌俱乐部 北京市西城区香炉营头条33号院2-4地下1层 13801163885
大班卡牌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8号金丰和D座五区110 13811810053

成都 熊猫桌游 成都市青羊区新城市广场A栋4楼04号 18909075147
宵星卡牌 成都市武侯区长荣路56号泛悦国际商业街4栋201 18628019717

重庆 超牌龙湖时代天街店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龙湖时代天街D馆10栋3楼50号 15086708087

长沙

聚卡桌游俱乐部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路216号 13787143222

升华卡牌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道芙蓉中路168-1号摩天一号
1124 18508421374

皮蛋卡牌 长沙市岳麓区长湘荟212号 15607444616
常州 雅运桌游 常州市钟楼区关河西路212号 18151989022
大连 元气卡牌 大连市甘井子区广贤路141号泊寓广贤路店 15764532876

佛山 五章潮玩 佛山市禅城区顺联百花总汇b馆502 18144702258
乘风破浪卡牌社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建设大道国昌广场 13927203757

福州 魔力豆玩具店 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35号负1层 18150835369
蔷薇卡牌 福州市台江区交通路千里台综合楼23-14 15980114004

阜新 赫萝卡牌 阜新市海州区五龙街道怡和小区8号楼109 15042586620

广州

顽皮猴文化店 广州市番禺区逸祥大街1号254280281铺 13430301275
牛辉卡牌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57号101 13926422240
海珠区卡朋卡牌店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78-2 19924752087
洛神卡牌 广州市海珠区金沙路家信商业中心c035铺+c036铺 13246832202
无忧界卡牌 广州市海珠区现代一街5号 15521099398
翔龙卡牌 广州市黄埔区鱼珠北街124号之5 18054296326

桂林 窝窝卡牌 桂林市秀峰区漓滨路14号1单元2室 17607837102
哈尔滨 进化卡牌 哈尔滨市南岗区砖街9-5号 18246115191
海口 冠军卡牌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五西路26号 13389834044
邯郸 仙灵幽谷桌游吧 邯郸市丛台区联纺东路183号德源大厦2306号 15333305013

杭州

可梦漫次元 杭州市临平区万宝城金街126-36-306 15926576288
谜藏桌游图书馆 杭州市上城区平海路58号807 19857417336
HAO卡社 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中山中路158号 18258250701
克乃芙卡牌 杭州市上城区盈澜商务中心2幢3单元282 17816120035

衡阳 连锁卡牌 衡阳市雁峰区金钟大雁城十号公馆2502 18574717090
湖州 JO影视动漫文化俱乐部 湖州市吴兴区梅地亚广场2号楼2楼 18069545137

济南 玩物尚志桌游吧 济南市历下区和平路诚基中心17号楼西南角 15194131597
纳雅卡牌 济南市市中区顺河东街66号银座晶都国际2号楼3304 18663779351

嘉兴 萌鲸卡牌 嘉兴市南湖区勤俭路1005号禾城商务大厦6楼611-
614 18606737798

柳州 柳州PTCG 柳州市柳南区磨滩路天鹅湖2-2-17商铺 18607723638
陆丰 天灵卡牌 陆丰市东海镇东海街道华廷商业街B23 17688964355

南京

牌客窝桌游吧 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79号西祠街区16栋403 18114802790
卡豆の屋-DuelClub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宝山路36号2栋3楼卡豆科技 18061678783
翻云卡牌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如意里7号103室 13951890345

双魂卡牌 南京市雨花台区民智路1-2号证大喜玛拉雅k座10楼
1001室 13771952692

南宁 林香香玩具店 南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壮锦大道35号融创青溪府S05
号商铺2楼205号 13317714012

南通 银河卡铺 南通市崇川区跃龙南路城南绿宛店12 16651308614
青岛 秘稀卡牌 青岛市市南区延吉路111号雷克顿商务中心4F 15653276887
泉州 pokehome 泉州市丰泽区津淮街裕达小区C区8栋106室 18859950703
三门峡 虫子桌游 三门峡市湖滨区嘉亿城市广场4号楼1511 13938106018
汕头 浪潮卡牌 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路69号704房 13750483846

上海

天道卡牌 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638号 17611242130

人偶的乌托邦 上海市黄浦区浙江中路229号百米香谢商业街244-
245室 13801776716



上海 卡乐集TCG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1188号20号楼402室 18302180731
七海玩吧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1779-6号 13761337665
游梦集桌游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1号汇嘉大厦21楼d座 15900866378
竞技场卡牌 上海市杨浦区图们路2弄9号604 18917691316

深圳

Playstar 深圳市岗区欣景路63号 13601997504
佳佳卡店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长龙社区德兴城261号 15919846996
决斗者之家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牛社区华美丽苑7栋736号

铺
13827488386

SCC卡牌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402 13511718651

苏州 文杰卡牌商店 苏州市姑苏区金门路158号协和大厦2312室 13771747421
星露谷卡牌桌游社 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98号万亚商务楼1323 13952413701

太原 红世卡牌 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北美新天地2号楼1507 15235143440

天津

7Holic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1号世纪都会商场208 18622275988
FLY梦幻卡牌潮玩店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6号增2号 18522896950
阿莱玩具工作室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道阳光晶典5号楼2门2603 18622613023
旅人卡牌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麦迪逊广场1-2-301 13011344572
Kenny卡牌 天津市西青区华苑鑫茂军民园1号楼a305 15620564798

威海 宅研社 威海市环翠区文化西路190-1号银丰大厦宅研社 18106309999

无锡 纸牌屋文化收藏 无锡市梁溪区健康路81-7号 18915322551
千羽轩 无锡市梁溪区中山路270号天安大厦1688 18951512355

武汉 幻想兵团卡牌 武汉市江汉区京汉大道万科金色家园1期商铺 13476283185
空格卡牌 武汉市武昌区雅安街宝安花园1期6栋1单元601 13007111525

徐州 月季卡牌 徐州市云龙区绿地商务车翡翠公馆loftA715 17625871539
烟台 星夜卡牌工作室 烟台市芝罘区前进路三站国际小商品城B座门头 18505451099
扬州 藏宝卡牌 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江阳中路缤格生活广场负1层123

号
15358506999

营口 妹抖桌游俱乐部 营口市站前区万达广场金街6-1-9 13079406005

珠海 卡牌达人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路9号心海中央国际商务中心
1413-2 18063678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