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鋪名稱 電話 營業地址

八方雲集臺中高工店 04-2260-7725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202號

八方雲集臺中美村店 04-2301-2926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67號

八方雲集臺中模範店 04-2305-5939 台中市西區模範街29號

八方雲集臺中中港店 04-2310-1679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5號、27號

八方雲集臺中篤營店 04-2201-7006 台中市北區篤行路218之1號

八方雲集臺中雙十店 04-2229-1229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47之5號

八方雲集臺中同榮店 04-2426-3071 台中市北屯區同榮里同榮路151、153號

八方雲集逢甲文華店 04-2708-9033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2號

八方雲集臺中長安店 04-2296-9991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223號

八方雲集臺中南屯店 04-2473-8226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355號(戶政事務所)

八方雲集潭子勝利店 04-2533-0166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83號(地政事務所)

八方雲集頭份建國店 037-590-383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112之2號

八方雲集苗栗府前店 037-369-318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71號(中苗)

八方雲集台中復興店 04-2221-9856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01號(火車後站、德安百貨)

八方雲集台中十甲店 04-2211-3375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268號

八方雲集台中忠明店 04-2265-2616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821之1號(復興路上彰化銀行對面)

八方雲集台中仁義店 04-2285-4555 台中市南區仁義街109號(中興大學前面學府路口)

八方雲集台中大慶店 04-2260-2569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30之1號

八方雲集台中南門店 04-2287-0988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127號

八方雲集台中中山醫大店 04-2472-7068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中山醫學大學)

八方雲集台中德富店 04-2265-7681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72-76號

八方雲集台中福田店 04-2262-8227 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821號

八方雲集台中四維店 04-2229-8883 台中市西區四維街24之1號(忠孝國小)

八方雲集台中永興店 04-2236-0676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00號

八方雲集台中梅亭東店 04-2237-2252 台中市北區梅亭東街40號(台中監理站)

八方雲集台中學士店 04-2207-5227 台中市北區五義街122號

八方雲集台中新北平店 04-2292-3331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66號

八方雲集台中自強店 04-2360-5266 台中市北區自強一街2之6號

八方雲集台中昌平店 04-2249-0558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98號(文心路四段)

八方雲集台中東山店 04-2436-4549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71號

八方雲集台中松竹店 04-2247-3595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12號

八方雲集台中中清店 04-2291-8845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386號

八方雲集台中四平店 04-2422-1005 台中市北屯區四平路366號

八方雲集台中東文店 04-2436-5810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42之6號

八方雲集台中瀋陽店 04-2291-1250 台中市北屯區瀋陽路一段113號

八方雲集台中太原店 04-2236-9998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175號

八方雲集台中崇德六店 04-2241-3669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六路一段110號

八方雲集台中福康店 04-2463-6460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9號(澄清醫院對面)

八方雲集台中西屯店 04-2315-3898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5號(太原路一段)

八方雲集台中國際店 04-2359-5658 台中市西屯區國際街6號之一(中港路口)

八方雲集台中惠中店 04-2317-2800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40之26號

八方雲集台中青海上仁店 04-2452-6322 台中市西屯區上仁街118號(上安國小、至善國中)

八方雲集台中大隆店 04-2326-5070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90號(台中市政府)



八方雲集台中福星店 04-2451-0505 台中市西屯區烈美街189號

八方雲集台中青海店 04-2312-0567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74號(何厝國小)

八方雲集台中中工三店 04-2358-2087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283號

八方雲集台中嶺東店 04-2386-4990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21之5號(嶺東科大)

八方雲集台中忠勇店 04-2380-0095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70之8號(文山國小)

八方雲集台中大墩店 04-2473-3359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265號

八方雲集台中太平店 04-2395-2918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4段199號

八方雲集太平中興店 04-2273-9716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2號(太平國小)

八方雲集太平勤益店 04-2391-5820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80號(太平國中)

八方雲集太平樹孝店 04-2393-8485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8號

八方雲集太平中山店 04-2393-9109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37號(國軍台中總醫院)

八方雲集台中小鎮店 04-2279-3858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253號(中平國中)

八方雲集塗城成功店 04-2495-3366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428號

八方雲集大里益民店 04-2485-2881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6號(益民國小)

八方雲集大里中興店 04-2496-3398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08之12號(青年高中)

八方雲集大里內新店 04-2483-1165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61號

八方雲集大里東榮店 04-2481-1188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65號

八方雲集塗城文化店 04-2493-4106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672號

八方雲集大里立仁店 04-2277-5290 台中市大里區立仁路132號

八方雲集大里國中店 04-2406-4063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290號

八方雲集台中霧峰店 04-2332-1838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93號

八方雲集台中烏日店 04-2336-1168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193號

八方雲集烏日明道店 04-2337-4468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92號(九德國小、僑仁國小、明道

八方雲集豐原南陽店 04-2528-5080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58號

八方雲集豐原豐東店 04-2515-1414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456號

八方雲集豐原中正店 04-2525-3690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27號

八方雲集豐原育仁店 04-2515-7821 台中市豐原區育仁路12號

八方雲集豐原西勢店 04-2522-8515 台中市豐原區西勢路367號

八方雲集豐原向陽店 04-2520-3617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40號

八方雲集台中后里二店 04-2557-6648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478號

八方雲集東勢三民店 04-2577-0677 台中市東勢區第四橫街27號

八方雲集潭子榮興店 0930301890 台中市潭子區榮興街81號

八方雲集潭子潭興店 04-2536-4105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二段342號

八方雲集潭子頭張店 04-2534-2089 台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段129號

八方雲集潭子復興店 04-2539-0855 台中市潭子區復興路一段61號

八方雲集潭子雅潭店 04-2534-0269 台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二段190號

八方雲集潭子慈濟店 04-2539-2292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114號

八方雲集台中大雅店 04-2560-8030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58號

八方雲集大雅文雅店 04-2568-3048 台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195號(文雅國小)

八方雲集台中神岡店 04-2563-3648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686號(神岡國中)

八方雲集神岡五權店 04-2528-8910 台中市神岡區五權路83號

八方雲集台中大肚店 04-2699-9648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587之2號(大肚鄉公所)

八方雲集沙鹿沙田店 04-2636-1828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90號(光田綜合醫院、近火車站)

八方雲集台中靜宜店 04-2632-1128 台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7號(靜宜大學斜對面)

八方雲集沙鹿光華店 04-2665-3848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324號



八方雲集弘光科大店 0912-843-768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弘光科大學生餐廳)

八方雲集台中東海店 04-2633-8298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14號(東海大學)

八方雲集龍井中央店 04-2639-0035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140號

八方雲集台中梧棲店 04-2656-3588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205號(燦坤隔壁)

八方雲集台中清水店 04-2623-1188 台中市清水區鰲峰路15號

八方雲集大甲店 04-2688-4216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40號(大甲鎮瀾宮)

八方雲集日南通天店 04-2681-5319 台中市大甲區通天路167號

八方雲集台中外埔店 04-2676-5886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784號(外埔國中)

八方雲集彰化民族店 04-728-2660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507號

八方雲集彰化長興店 04-720-2530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50號(長興路口,彰化女中)

八方雲集彰化彰南店 04-737-3607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37號(大竹國小)

八方雲集彰化彰美店 04-720-0681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37號

八方雲集彰化大埔店 04-711-6165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65號(延平公園)

八方雲集彰化南郭店 04-722-2293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87號

八方雲集彰化實踐店 04-728-6080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146號(彰師大)

八方雲集彰化中正店 04-726-9885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88號(彰安國中、平和國小)

八方雲集彰化永安店 04-722-7585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222號

八方雲集彰化秀水二店 04-711-9885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754號

八方雲集彰化芬園店 049-252-9889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91號

八方雲集彰化花壇店 04-786-9385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街211號(花壇火車站)

八方雲集鹿港頂番店 04-771-4930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77號

八方雲集鹿港復興店 04-778-3335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62號

八方雲集和美糖友店 04-735-1275 彰化縣和美鎮糖東二街2號(新庄國小)

八方雲集彰化伸港店 04-799-8552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157號(新港國小)

八方雲集員林育英店 04-835-7909 彰化縣員林鎮育英路119號(崇實高工)

八方雲集員林南昌店 04-838-3463 彰化縣員林鎮南昌路89號(南昌地下道往東)

八方雲集員林靜修店 04-834-6918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60號(公車轉運站)

八方雲集員林三民店 04-839-7385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東街283號(員林國小)

八方雲集員林員東店 04-836-7292 彰化縣員林鎮員東路一段28、30號

八方雲集彰化社頭店 04-873-9415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237號(社頭國小)

八方雲集永靖瑚璉店 04-824-3865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239號

八方雲集永靖中山店 04-823-2000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469號

八方雲集彰化埔心店 04-828-2852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465號(埔心國中)

八方雲集埔心瑤鳳店 04-828-2286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一段145號

八方雲集彰化溪湖店 04-881-9771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90之2號(溪湖國小)

八方雲集大村大葉店 04-853-6027 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76之11號

八方雲集大村大仁店 04-852-6966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一段58號(大村國小)

八方雲集彰化田中店 04-8742605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62號

八方雲集彰化北斗店 04-8886622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83號

八方雲集彰化二林店 04-896-1647 彰化縣二林鎮建興街105號

八方雲集彰化二水店 04-879-5616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740號

八方雲集南投店 049-224-8992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12號(中山南街家樂福附近)

八方雲集南投南陽店 049-220-8327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373號(南投署立醫院)

八方雲集南投民族店 049-220-1898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里民族路125號(平和國小)

八方雲集草屯虎山店 049-236-7918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905號(草屯國中)



八方雲集草屯虎山二店 049-231-6349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472號

八方雲集南投埔里店 049-299-0063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317號(埔里郵政總局對面)

八方雲集埔里中山店 049-290-3708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72號

八方雲集埔里中正店 049-298-4224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15號

八方雲集南投名間店 049-273-4834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45-3號

八方雲集南投水里店 049-277-8100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395號

八方雲集南投竹山店 049-2641457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837號

八方雲集亞洲大學店 0921-585-652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八方雲集修平科大店 0921-585-652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路11號

八方雲集台中逢大店 04-2452-9505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38號

八方雲集台中柳川店 04-2223-2283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180號

八方雲集和美美寮店 04-756-3232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二段692號

八方雲集鹿港頂厝店 04-775-5570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一段2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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