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YA寶雅販售門市
店名 電話 地址

基隆東明店 02-24680066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177號1樓
基隆東岸店 02-24279090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1樓
基隆新豐店 02-24699800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60號B1
基隆暖暖店 02-24588001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8號

臺北民生店 02-87879900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63-1號

臺北東門店 02-23956677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230號B1

松山饒河店 02-25281166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660號

東湖康寧店 02-26319191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2號、74號

士林芝山店 02-28359292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號

臺北林森店 02-25620033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87號

忠孝永春店 02-27652323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7-1號

忠孝明曜店 02-27415050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8-2號

臺北古亭店 02-23659977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00號1樓

臺北站前店 02-23715858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2號地下一層

臺北西門店 02-23753131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98之4號一樓

臺北公館店 02-23633232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84-4號

臺北南京東店 02-25678080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5號1樓

臺北南西店 02-25217575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號1樓

南港高鐵店 02-26513030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7段369號B棟3樓

北投中和店 02-28979900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66號

忠孝復興店 02-27726262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3號1樓

長春遼寧店 02-27171010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50-1號

臺北北投店 02-28920800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9號地下一樓

臺北景美店 02-29300330 臺北市文山區景後街130號

臺北臨江店 02-23258080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87號地下一樓

臺北北護店 02-28218883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365號

北投中央北店 02-28988633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532號1樓

永和中正店 02-89417717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39號

樹林中山店 02-26860022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11號

汐止中興店 02-26924444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95號

永和中山店 02-29202727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77號

新莊新泰店 02-29914000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00號

板橋重慶店 02-29581818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47號1樓

鶯歌建國店 02-26774488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80號

新莊龍安店 02-22021000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52-1號

林口仁愛店 02-86019191 新北市林口區育林街2號

板橋新海店 02-22507766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93號

三峽文化店 02-26729911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59號1樓

板橋南雅店 02-2968855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55號1F

五股工商店 02-22929933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90號

土城裕民店 02-22647272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65號

淡水中山店 02-26230303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96號

汐止遠雄店 02-26973737 新北市汐止區新臺五路一段99號2F

三重仁愛店 02-29810101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506號

新北中和店 02-22441177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5號

板橋雙十店 02-22521010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7號

中和莒光店 02-82215252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63號

新莊建國店 02-29037070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7號

泰山仁愛店 02-22976565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157號

汐止大同店 02-26478585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91、393、395、397號

淡水紅樹林店 02-28092323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121號

蘆洲集賢店 02-22892121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99號

新莊中原店 02-85211010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488號

北大學成店 02-89701212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540號1樓

新店寶橋店 02-29117373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00號1樓

林口文化店 02-26097373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07號

秀泰樹林店 02-26820121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40-6號5F

三重正義店 02-29853030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63號

新莊幸福店 02-22760909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2號1樓

蘆洲中山店 02-82835600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290號

新店小碧潭店 02-89136890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59號2樓

新店碧潭店 02-29181120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16號2樓

淡水英專店 02-26227070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41號1樓

板橋中山店 02-2959881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3號

臺北瑞芳店 02-24063588 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5號

環球板橋店 02-2968890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地下1樓

北部

臺北

新北

基隆



龍潭中正店 03-4700717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22號

中壢中原店 03-4380505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55號

桃園南平店 03-3261100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99號

桃園八德店 03-3713838 桃園市八德區大和里17鄰介壽路二段126號

內壢忠孝店 03-4355000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74號

桃園大有店 03-3160111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586號

龜山文化店 03-3275050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36號

桃園大園店 03-3862266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99號

桃園中正店 03-3386565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0號二樓

桃園平鎮店 03-4687676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三段71號

桃園大興店 03-3169777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175號

中壢中華店 03-4332233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677號

桃園復興店 03-3320101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77號

龜山萬壽店 03-3592266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769巷1號

中壢新生店 03-4279898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65號

八德興豐店 03-3650033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500號

楊梅埔心店 03-4315566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57號

桃園觀音店 03-2820055 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二段837號

桃園中正二店 03-3329292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30號1樓

中壢龍東店 03-4567997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43號

蘆竹南竹店 03-2120808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27號

大竹大新店 03-3131313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路21號

家樂福春日店 03-3552477 桃園市桃園區1593號1樓

中壢崇光店 03-4251800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57號10樓

楊梅中山店 03-4752525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298號

平鎮環南店 03-4010300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00號

大湳國際店 03-3679393 桃園市八德區廣隆里國際路13號

環球青埔店 03-2876818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二段352號2樓

中壢環中店 03-2853585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77號

大溪員林店 03-3908801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156號

臺茂南崁店 03-3113011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地下二層

竹北三民店 03-5556222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202號

新竹東門店 03-5232200 新竹市東區復興路73號

新竹湖口店 03-5906363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23號

新竹經國店 03-5421616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820號

竹東長春店 03-5953322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00號

竹北光明店 03-5510055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7號

新竹新豐店 03-5575999 新竹縣新豐鄉學府街130號1樓

竹北自強店 03-5506262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107號

新竹光復店 03-6662121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560號

新竹清華店 03-5720101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2段151號

新竹食品店 03-5623388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90號

新竹新埔店 03-5892266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147號

竹北暐順店 03-6583737 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168號

新竹關新店 03-5780505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22號

新竹晶品城店 03-5281500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8號1樓
湖口中山店 03-5906001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一段778號  (2022/04/02開幕)

羅東倉前店 03-9551010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66號

宜蘭站前店 03-9360505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6、8、10、12號

宜蘭神農店 03-9368888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2段51號

宜蘭蘇澳店 03-9961010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277號

宜蘭礁溪店 03-9885220 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二段188號

桃園

新竹

宜蘭



苗栗民族店 037-380808 苗栗縣苗栗市民族路59號

頭份中華店 037-670033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1167號

竹南博愛店 037-481414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81號

南苗中正店 037-361333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29號

頭份尚順店 037-682929 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103號

後龍中華店 037-725577 苗栗縣後龍鎮中華路46-40號

苗栗苑裡店 037-853838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33號

苗栗通霄店 037-763688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中山路131之1號

臺中一中店 04-22211023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22-4號（中友商圈）

臺中文心店 04-22470011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597號

臺中大墩店 04-23282118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466號

豐原府前店 04-25244000 臺中市豐原區府前街39號

臺中學士店 04-22032000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175號

臺中潭子店 04-25320000 臺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一段99巷2號

臺中美村南店 04-22603388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70號

大雅中清店 04-25660202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中清路三段1171號

臺中霧峰店 04-23321333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095號

臺中精武東店 04-22119292 臺中市東區精武東路97號

大里成功店 04-24937373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23號

臺中松竹店 04-22422211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68號

臺中黎明店 04-22543377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726號

臺中東勢店 04-25771717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558號

臺中漢口店 04-22376767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13號

沙鹿光華店 04-26626633 臺中市沙鹿區光華路308-5號

豐原向陽店 04-25151155 臺中市豐原區向陽路227號

臺中河南店 04-27076688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466號

大甲育德店 04-26882266 臺中市大甲區育德路228號

臺中北屯店 04-22375656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275號

文心山西店 04-22926060 臺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196號

大里國光店 04-24810505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2段568號

臺中大里店 04-24860606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80號

逢甲福星店 04-24515577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62號

臺中嶺東店 04-23862255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23鄰嶺東路356號

臺中烏日店 04-22616611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1-1號

臺中神岡店 04-25616262 臺中市神岡區民生路29-2號

臺中太平店 04-22731717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726號

臺中中清店 04-22956565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766號

臺中清水店 04-26220022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43-3號1樓

臺中大肚店 04-26997676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747號

沙鹿鎮南店 04-26631010 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二段638號

北屯東山店 04-24379393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13之5號

臺中大魯閣店 04-22272323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8樓

臺中后里店 04-25586262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567號

臺中公益店 04-23026662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183號

愛買復興店 04-22625055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359號2樓

秀泰文心店 04-24715252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289號5樓

麗寶樂園店 04-25586667 臺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號D棟2樓

豐原成功店 04-25251798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219號

臺中福科店 04-24650200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495號

臺中中正店 04-22238080 臺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238號

太平樹孝店 04-23916262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409號

秀泰站前店 04-22120010 臺中市東區南京路66號S2館1F

南投大同店 049-2225200 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70號

南投埔里店 049-2986060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24號

南投竹山店 049-2662200 南投縣竹山鎮大禮路89號

南投名間店 049-2738383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46號

草屯碧山店 049-2302121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78號之3,1樓

南投水里店 049-2778801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一段190號

中部

臺中

南投

苗栗



彰化員林店 04-8379800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街68號（光明街夜市）

彰化鹿港店 04-7750777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322號

彰化北斗店 04-8882020 彰化縣北斗鎮復興路313號

彰化民族店 04-7277722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21號

員林中正店 04-8337788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672號

彰化金馬店 04-7367755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二段 1 號

彰化伸港店 04-7982626 彰化縣伸港鄉信義路55號

田中中州店 04-8752266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123號

彰化溪湖店 04-8610011 彰化縣溪湖鎮東環路312號

彰化和美店 04-7553388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6段360號

二林斗苑店 04-8951100 彰化縣二林鎮後厝里長青路2號

彰化秀水店 04-7696969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677號

彰化社頭店 04-8720101 彰化縣社頭鄉仁雅村4鄰員集路2段139號

彰化花壇店 04-7860808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18鄰中正路57-2號

斗六民生店 05-5335050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64號

雲林虎尾店 05-6338811 雲林縣虎尾鎮和平路105-1號

雲林北港店 05-7836363 雲林縣北港鎮華南路62號

斗六站前店 05-5370033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57號（主幼商場隔壁）

虎尾林森店 05-6366633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54號

雲林麥寮店 05-6937733 雲林縣麥寮鄉中山路377號

西螺公正店 05-5870077 雲林縣西螺鎮公正路137號

雲林斗南店 05-5955050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64號

嘉義民雄店 05-2066677 嘉義縣民雄鄉昇平路 48 號

嘉義新民店 05-2367722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689號

嘉義朴子店 05-3701313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102-3號

嘉義中興店 05-2338989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217號

嘉義水上店 05-2600699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260號

嘉義國華店 05-2287070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18號

嘉義吳鳳店 05-2238080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405號

嘉義耐斯店 05-2789992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600號5樓

臺南小北店 06-2817806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169號（小北夜市）

臺南東寧店 06-2755933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229號（成功大學旁）

臺南中華店 06-2601100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75號（文化中心）

臺南永康店 06-3112111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06號（HOLA對面）

臺南健康店 06-2920202 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175號（特易購附近）

佳里延平店 06-7237700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91號(燦坤3C旁)

新營民治店 06-6566611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227號

臺南海佃店 06-3500011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1段120號

臺南善化店 06-5830000 臺南市善化區中正路472號

臺南麻豆店 06-5712211 臺南市麻豆區博愛路22號之1

臺南歸仁店 06-3388000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133號

新營中山店 06-6333322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13號

臺南金華店 06-2207373 臺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168號

臺南中正店 06-2240666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246號

永康中正店 06-2542255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646號

臺南文賢店 06-2502929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1112號

臺南北門店 06-2232626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01號

永康中山南店 06-203606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692號

永康崑山店 06-2729955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85號

臺南新化店 06-5902699 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35號

臺南和緯店 06-3582266 臺南市中西區和緯路四段305號

臺南新市店 06-5891212 臺南市新市區中正路57號

臺南安和店 06-3559898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169號

家樂福新仁店 06-2891717 臺南市仁德區大同路三段755號1樓

六甲中正店 06-6988870 臺南市六甲區中正路589號

仁德中正店 06-2708955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920號

臺南北安店 06-2558898 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三段12號

永康永大店 06-2038858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三段62號

白河中山店 06-6856855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1-4號

臺南鹽水店 06-6521121 臺南市鹽水區三福路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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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鳳山店 07-7477000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38號(燦坤3C旁)

高雄大昌店 07-3943300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45號（全家福對面）

高雄右昌店 07-3636767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45號

高雄五甲店 07-7272111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1號

小港漢民店 07-8020033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06號

鳳山青年店 07-7676262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71號

高雄瑞隆店 07-7130011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59號

高雄大順店 07-7131111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10號

高雄旗山店 07-6622626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街7-17號

高雄民生店 07-2299090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號

高雄林園店 07-6433366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46號

高雄新田店 07-2822277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

高雄夢時代店 07-8232266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7樓

左營華夏店 07-3495522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36號

岡山柳橋店 07-6253366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2號

高雄三多店 07-3352266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25號

高雄明誠店 07-5507722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69號

岡山中山北店 07-6246633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79號

高雄灣內店 07-3841616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63號

楠梓德賢店 07-3602266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1號

仁武仁雄店 07-3745252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8-5號

高雄鼎山店 07-3985522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51號

高雄建工店 07-3806161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01號

高雄草衙店 07-7915050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之1號3F

仁武八德店 07-3729977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72號

高雄七賢店 07-2886161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86號

左營高鐵店 07-3430202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50號

高雄美術東店 07-5225353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1號

高雄義大店 07-6569090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A區B1樓

高雄文信店 07-5537070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37號

高雄大寮店 07-7830707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71之1號

大社中山店 07-3543535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35之8號

高雄路竹店 07-6960707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88號

高雄楠梓店 07-3523030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67號

小港孔鳳店 07-7917787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52號

美濃泰安店 07-6818801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9號

寶雅屏東自由店 08-7660202 屏東縣屏東市太原一路21號（自由路縣政府對面）

寶雅潮州新生店 08-7887700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17號

寶雅屏東民生店 08-76555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48號

寶雅屏東東港店 08-8310101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316號

寶雅屏東恆春店 08-8897979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106號

寶雅屏東內埔店 08-7690080 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678號

寶雅萬丹西環店 08-7763622 屏東縣萬丹鄉西環路699號

寶雅屏東里港店 08-7752202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27-5號

花蓮中正店 03-8343322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339-1號（和平路與中福路附近）

花蓮中山店 03-8316666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269號

花蓮吉安店 03-8526161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217號

花蓮玉里店 03-8889797 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127號

臺東中華店 089-337070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513號

臺東新生店 089-322211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201號

澎湖北辰店 06-9279911 澎湖縣馬公市北辰街8號

金門伯玉店 082-325050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一段232-2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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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清販售門市
店名 電話 地址

忠孝敦化店 02-2721251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55號

微風信義店 02-27585108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B1 微風信義B1

微風南山艾妥列店 02- 2758260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 微風南山艾妥列 3樓

微風台北車站店 02-23612086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B1 微風台北車站B1

北部
基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