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台北市 中正區 博士眼鏡-公館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8號 0223659955
台北市 中正區 得恩堂-台北博愛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18號 0223618243
台北市 大安區 得恩堂-台北敦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89號1樓 0227710340
台北市 大安區 仁愛眼鏡-師大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67號 0223658989
台北市 大安區 小林-通化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18號 0227359886
台北市 大安區 和平(民生)眼鏡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54號 0227324626
台北市 大同區 佳暘光學顧問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67號1樓 0225957797
台北市 大同區 惠明隱形眼鏡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44號 0225562196
台北市 松山區 優舒視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99號 0227632088
台北市 松山區 鑫明眼鏡行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55巷9號1樓 0227131113
台北市 松山區 得恩堂-台北八德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1之1號 0225780261
台北市 松山區 佰宏眼鏡行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66巷7號 0227661122
台北市 松山區 振光眼鏡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52號1樓 0227676899
台北市 松山區 小林-南京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65號 0227639028
台北市 信義區 得恩堂-莊敬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40號 0227581625
台北市 信義區 得恩堂-台北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65-1號 0227589895
台北市 信義區 盈輝光學眼鏡-莊敬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83號 0227291188
台北市 信義區 小林-松德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53號 0227598169
台北市 信義區 得恩堂-台北松山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91號 0287855410
台北市 中山區 得恩堂-民權東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8號 0225061162
台北市 中山區 得恩堂-林森北路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71號 0225629390
台北市 內湖區 仁愛眼鏡-東湖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92號 0226330222
台北市 內湖區 得恩堂-台北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1號 0226581406
台北市 士林區 得恩堂-士林中正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04號 0228367881
台北市 士林區 睛悅眼鏡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36號 0228363262
台北市 士林區 東芳商行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93號 0228821681
台北市 士林區 仁愛眼鏡-士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28號 0228891813
台北市 士林區 小林-士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63號 0228818100
台北市 北投區 仁愛眼鏡-石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86號1樓 0228282930
台北市 萬華區 寶興眼鏡行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路66號 0223017128
台北市 文山區 政大鐘錶眼鏡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0229390659

新北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新北市 新店區 伊蝶眼鏡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38號1樓 0286656860
新北市 新店區 得恩堂-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05號 0289118018
新北市 三峽區 小林-三峽北大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22號 0286715599
新北市 淡水區 國昌-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42號 0226220085
新北市 板橋區 卓越眼鏡-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65號 0222596688
新北市 板橋區 小林-板橋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6號 0222579716
新北市 板橋區 仁愛眼鏡-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號 0229642828
新北市 板橋區 東昇眼鏡行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44號 0289667776
新北市 板橋區 小林-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29號 0229621164
新北市 板橋區 全家眼鏡-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98號 0282528788
新北市 中和區 仁愛眼鏡-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80號 0229425657
新北市 中和區 達康眼鏡行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71號1樓 0229414565
新北市 三重區 仁愛眼鏡-三重(一)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23號1樓 0229892856
新北市 三重區 得恩堂-三重正義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75號 0229763754
新北市 永和區 金時代眼鏡-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16號1樓 0229292926
新北市 永和區 仁愛眼鏡-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35巷2號1樓 0229265008
新北市 新莊區 仁愛眼鏡-幸福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51號 0229985220
新北市 新莊區 仁愛眼鏡-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里民安路186號1樓 0222019900

桃園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桃園市 蘆竹區 小林-南崁忠孝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29號 032128827
桃園市 中壢區 微風眼鏡行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83號1樓 034229661
桃園市 桃園區 小林-桃園寶山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00號 033257625
桃園市 桃園區 小林-桃園藝文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216號1樓 033160110

新竹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新竹市 東區 清大眼鏡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101號 035727099
新竹市 東區 仁愛眼鏡-清華 新竹市東區建功路4號1樓 035165815
新竹市 東區 仁愛眼鏡-新竹 新竹市東區榮光里民族路31號1樓 035255865
新竹市 東區 仁愛眼鏡- 新竹光復 新竹市東區仙水里光復路一段465號 036661852

新竹縣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新竹縣 竹北市 小林-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93號 035588067
新竹縣 竹北市 仁愛眼鏡-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36號 035559581

台中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台中市 南屯區 仁愛眼鏡-大墩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78號1樓 0423191451
台中市 西區 配得美眼鏡-美村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75號 0423728418
台中市 豐原區 仁愛眼鏡-豐原 台中市豐原區頂街里和平街2號 0425225128
台中市 豐原區 小林-豐原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57號 0425269566
台中市 后里區 寶林眼鏡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971號 0425580505
台中市 東區 仁愛眼鏡-太平 台中市東區精武東路214號 0422132668
台中市 南區 仁愛眼鏡－復興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6號1樓 0422611737
台中市 西屯區 仁愛眼鏡-河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12、314號 0424529933
台中市 北屯區 優美眼鏡行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240號 0422977426

彰化縣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彰化縣 彰化市 得恩堂-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17號 047225336
彰化縣 彰化市 小林-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43號 047252595

嘉義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嘉義市 西區 宏恩眼鏡-嘉義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00號 052347348

台南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台南市 東區 小林-東安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7號 062755615
台南市 東區 佳視眼鏡 台南市東區忠孝里崇明路339號 062692227
台南市 善化區 仁愛眼鏡-善化 台南市善化區文昌里中正路437號 065812456
台南市 學甲區 宏恩眼鏡-學甲 台南市學甲區中正路263號 067820463
台南市 永康區 宏恩眼鏡-永康 台南市永康區正強里中正路202號 062031600
台南市 歸仁區 仁愛眼鏡-歸仁 台南市歸仁區後市里中山路二段91號 063302909

高雄市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高雄市 鼓山區 華信眼鏡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73-3號 075533567
高雄市 鼓山區 小林-富農裕誠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2078號 075545589
高雄市 苓雅區 大宇眼鏡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34號 072236464
高雄市 新興區 仁愛眼鏡-文橫(一)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3 號 072822527
高雄市 新興區 得恩堂-五福二路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7-4號 072715168
高雄市 鳳山區 小林-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74-1號 077461970
高雄市 鳳山區 仁愛眼鏡-赤山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3號 077806568
高雄市 鳳山區 得恩堂-鳳山青年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1號 077809719
高雄市 鳳山區 小林-光遠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77號 077196383



高雄市 三民區 仁愛眼鏡-天祥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26號 073476558
高雄市 大寮區 小林-中庄 高雄市大寮區風屏一路438號 077012467

屏東縣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屏東縣 潮洲鎮 光復眼鏡 屏東縣潮洲鎮中山路143號 087899418

宜蘭縣
縣市 區域 門市名 門市地址 門市電話
宜蘭縣 羅東鎮 仁愛眼鏡-羅東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95號 0395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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