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店名 分店 電話 地址

1 新北市 板橋 九大眼鏡 22571286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路39號

2 新北市 板橋
中天眼鏡股份有限公司板橋

館前分公司
22720946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113號

3 新北市 板橋
中天眼鏡股份有限公司板橋

雙十分公司
22505720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86號

4 新北市 板橋 仁愛眼鏡
新埔店(瀚愛眼鏡有限

公司)
22520038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07號

5 新北市 板橋 仁愛眼鏡 板橋店(兆愛眼鏡行) 2964282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號

6 新北市 板橋 天利眼鏡行 22550092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98號

7 新北市 板橋 民視眼鏡行 82573665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146號1樓

8 新北市 板橋 年青人眼鏡
板橋中山店(清年人眼

鏡行)
29620342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2號

9 新北市 板橋 年青人眼鏡
板橋中正店(年菁人眼

鏡行)
22722771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61號

10 新北市 板橋 孟利眼鏡行 29666789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59號

11 新北市 板橋 明亮眼鏡行 89681300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316號

12 新北市 板橋
直通車企業有限公司板橋館

前東分公司
29551986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33號

13 新北市 板橋 金博視眼鏡有限公司
29566655/

29566656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58號1樓

14 新北市 板橋 恆源眼鏡行 29539719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89號

15 新北市 板橋 耐斯眼鏡行 22520427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57號

16 新北市 板橋 能見度眼鏡行 22531246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47巷28號

17 新北市 板橋 高點眼鏡行 22532076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76號

18 新北市 板橋 眼鏡人眼鏡行 29580501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98號1樓

19 新北市 板橋 通河眼鏡行 89678997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99巷4弄3號

20 新北市 板橋 晶鼎眼鏡行 86753202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106號1樓

21 新北市 板橋 森田驗光所 22567963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49號

22 新北市 板橋 視光眼鏡行 29551402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6-1號、306-2號

23 新北市 板橋 視佳眼鏡行 29516014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331巷10號

24 新北市 板橋 雯明眼鏡有限公司 29566251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80號1樓

25 新北市 板橋 楓格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29539858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383號

26 新北市 板橋 睛站眼鏡行 89651588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7號

27 新北市 板橋 聚典眼鏡行 22525119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151號1樓

28 新北市 板橋 聚鑫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22525338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152號1樓

29 新北市 板橋 銘仁眼鏡行 29696162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05巷2號1樓

30 新北市 板橋 蔡氏眼鏡有限公司 22548133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26號

31 新北市 板橋 環球眼鏡行
29666735/

29697355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65號

32 新北市 板橋 聯華鐘錶眼鏡行 29626688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84號

33 新北市 板橋 鏡匠眼鏡 鏡匠板橋店 22577001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131號

34 新北市 板橋 鏡匠眼鏡 鏡匠埔墘店 6637125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91-16號

35 新北市 板橋 寶來眼鏡行亞東店 89665933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45號

36 新北市 板橋 寶來眼鏡館前店 29685799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129號

37 新北市 板橋 寶昌眼鏡行 29517007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29巷12弄4號

38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南門街店 29690335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20號

39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府中店 29598903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之8號1樓

40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埔墘店 2957272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47號

41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忠孝路店 29638613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93號

42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新埔店 22524642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7號

43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中正路店 29687128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63號

44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陽明街店 22558263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4號

45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三民路店 29644959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02之15號

46 新北市 板橋 寶島眼鏡 板橋諾貝爾店 66372826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2號1樓

47 新北市 板橋 寶視力眼鏡有限公司 89532586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31號  

48 新北市 三重 三民眼鏡行
29884033/

0912909009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65-1號

49 新北市 三重 上毓眼鏡行(永成眼鏡) 29753819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15號

50 新北市 三重 仁愛眼鏡
三重店(耿愛眼鏡有限

公司)
29892856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23號1樓

51 新北市 三重 年青人眼鏡
三重正義店(年青人眼

鏡行)
29801238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7號

52 新北市 三重 年青人眼鏡
三重重新店(年青人眼

鏡有限公司)
29843374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3號

53 新北市 三重 宏泰鐘錶眼鏡行 2995249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85號

54 新北市 三重 虹美眼鏡行 29863566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五段16號

55 新北市 三重 國輝眼鏡行 29721617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17號1樓

56 新北市 三重 崧鼎眼鏡有限公司 8973188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128巷2號1樓

57 新北市 三重 得恩堂眼鏡三和路店 22807225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388號

109年度新北敬老眼鏡行



58 新北市 三重 眾明眼鏡行 82872776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10號

59 新北市 三重 富視眼鏡行 89857227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262號

60 新北市 三重 集品眼鏡 29769039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74號

61 新北市 三重 寶島眼鏡 三重正義北路 29815607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7號

62 新北市 三重 寶島眼鏡 三重五華街店 29807535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88號

63 新北市 三重 寶島眼鏡 三重忠孝路店 29833059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28號

64 新北市 三重 寶島眼鏡 三重三和路店 29751120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05號

65 新北市 三重 寶島眼鏡 三重重新路店 89725948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36號1樓

66 新北市 三重 寶徠眼鏡行五華分店 89857752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08-1號1樓

67 新北市 三重 寶棶眼鏡行 29780988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64號1樓

68 新北市 永和 三新眼鏡有限公司 29265969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263號

69 新北市 永和 上恒實業有限公司 29465032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98號

70 新北市 永和 中昇眼鏡有限公司 29225356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451號

71 新北市 永和 仁愛眼鏡
永和店(藝愛眼鏡有限

公司)
29265008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35巷2號

72 新北市 永和 年青人眼鏡 永和店(青年人眼鏡行) 32335860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70號

73 新北市 永和 冠明鐘錶眼鏡名店
29240333/

29203149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20號

74 新北市 永和 雅格麗眼鏡有限公司 29266011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42之19號

75 新北市 永和 遠傳眼鏡有限公司 29240861 新北市永和區光復街18-1號

76 新北市 永和 鏡匠眼鏡 鏡匠永和店 89266822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93號

77 新北市 永和 寶島眼鏡 永和智光店 29413906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48號

78 新北市 永和 寶島眼鏡 永和永和路店 29235217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68號

79 新北市 永和 寶島眼鏡 永和竹林路店 66374788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4號1樓

80 新北市 中和 仁愛眼鏡 南勢角店(盈愛眼鏡行) 29425657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80號

81 新北市 中和 元日眼鏡行 29479998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311號

82 新北市 中和 民利眼鏡行 22224738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25號

83 新北市 中和 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224065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87號

84 新北市 中和 好朋友眼鏡 22238822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0之2號

85 新北市 中和 年青人眼鏡 景安店(親年人眼鏡行) 29405740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83號

86 新北市 中和 年青人眼鏡
南勢角店(年親仁眼鏡

行)
86689377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71號

87 新北市 中和 年青人眼鏡 員山店(年輕人眼鏡行) 22238035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13號

88 新北市 中和 得銘眼鏡有限公司 22227329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86號

89 新北市 中和 新國民眼鏡行 22409059 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173號

90 新北市 中和 瑞華鐘錶眼鏡行 29490780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61號1樓

91 新北市 中和 爵視眼鏡行 22447388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83號

92 新北市 中和 鏡匠眼鏡 鏡匠南勢角店 29442660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59號

93 新北市 中和 寶島眼鏡 中和中和路店 22407838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11號

94 新北市 中和 寶島眼鏡 中和員山路店 22257197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70號

95 新北市 中和 寶島眼鏡 中和景新街店 29407576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23號

96 新北市 中和 寶島眼鏡 中和景安路店 66377197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60號

97 新北市 新店 九大眼鏡行 新店店 29128987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71號1樓

98 新北市 新店
中天眼鏡股份有限公司新店

分公司
29121319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52號

99 新北市 新店
中天眼鏡股份有限公司新店

北新分公司
29133272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229號

100 新北市 新店 伊蝶專業眼鏡 8665686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38號

101 新北市 新店 明視康眼鏡公司 29131531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38號

102 新北市 新店 茂森眼鏡有限公司 29152633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37號1樓

103 新北市 新店 寶來眼鏡安康店 22111991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92號

104 新北市 新店 寶島眼鏡 新店北新路店 29142665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75號

105 新北市 新店 寶島眼鏡 新店中正路店 86654609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33號

106 新北市 新店 寶島眼鏡 新店安康路店 86667831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202號

107 新北市 新店 寶島眼鏡 新店民權路店 29100920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6號

108 新北市 新店 寶島眼鏡 新店中央路店 66374358 新北市新店區福民里中央路137號

109 新北市 新店 寶鏡眼鏡有限公司 89118018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05號

110 新北市 新莊 大倉眼鏡 29983247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57號

111 新北市 新莊 大陸光學眼鏡行 2201993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95號

112 新北市 新莊
中天眼鏡股份有限公司新莊

分公司
22798150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80號

113 新北市 新莊 仁愛眼鏡 新莊店(俊愛眼鏡行) 22019900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86號

114 新北市 新莊 年青人眼鏡 輔大店(清年仁眼鏡行) 29024288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6號

115 新北市 新莊 振邦眼鏡行(九大眼鏡) 22772680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100號1樓

116 新北市 新莊 盛福鐘錶眼鏡行 29931908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601號

117 新北市 新莊 斯敦眼鏡 22778603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36號

118 新北市 新莊 愛迴眼鏡行 29028890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5號1樓

119 新北市 新莊 新視友眼鏡有限公司 29919059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538號

120 新北市 新莊 質能眼鏡概念館
82010505/

29040507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44號1樓

121 新北市 新莊 樹人眼鏡行 89927648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03號



122 新北市 新莊 鏡匠眼鏡 鏡匠新莊店 89911155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159號

123 新北市 新莊 鏡匠眼鏡 鏡匠幸福店 66377576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29號

124 新北市 新莊 寶島眼鏡 新莊中正路店 2992661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24號

125 新北市 新莊 寶島眼鏡 新莊民安路店 22049280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24號

126 新北市 新莊 寶島眼鏡 新莊中港路店 22779692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78號

127 新北市 新莊 寶島眼鏡 新莊幸福路(二)店 89925855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5號

128 新北市 新莊 寶島眼鏡 新莊幸福路(一)店 22761183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42號

129 新北市 新莊 寶徠眼鏡行民安店 22066817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54號

130 新北市 樹林 太古眼鏡行 86868069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94號1樓

131 新北市 樹林 年青人眼鏡 樹林店(親年仁眼鏡行) 26876761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80號

132 新北市 樹林 明興鐘錶眼鏡有限公司 26818408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69號1樓

133 新北市 樹林 新視力眼鏡公司 86842922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225號

134 新北市 樹林 樹林眼鏡行 26814877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34號

135 新北市 樹林 鏡心眼鏡有限公司 26872558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70號1樓

136 新北市 樹林 鏡匠眼鏡 鏡匠樹林店 26877509 新北市樹林區後站街3巷2號1樓

137 新北市 樹林 寶來眼鏡行樹林店 26752753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72號

138 新北市 樹林 寶島眼鏡 樹林中山路店 26830456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8號

139 新北市 樹林 寶島眼鏡 樹林博愛一街店 86755362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15號

140 新北市 樹林 寶島眼鏡 樹林中華路店 86856611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128號

141 新北市 樹林 寶島眼鏡 北大特區店 66372559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71號

142 新北市 鶯歌 玉鼎隱形眼鏡行 得恩堂眼鏡鶯歌店 26780199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63號

143 新北市 鶯歌 生大眼鏡行 26772595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162號

144 新北市 鶯歌 鏡匠眼鏡 鏡匠鶯歌店 26794010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67號

145 新北市 鶯歌 寶島眼鏡 鶯歌建國路店 86773098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79號1樓

146 新北市 鶯歌 寶翔眼鏡-鶯歌店 26789090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83號

147 新北市 三峽 年青人眼鏡 三峽店(年青壬眼鏡行) 86743504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06-3號

148 新北市 三峽 寶島眼鏡 三峽民生街店 26736545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19號1樓

149 新北市 淡水 上風格眼鏡行 88092122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27號

150 新北市 淡水 大雅專業眼鏡行 26230505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10號

151 新北市 淡水 仁愛眼鏡 淡水店(宏愛眼鏡行) 86312220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8號

152 新北市 淡水 年青人眼鏡 竹圍店(年清人眼鏡行) 88093562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23號

153 新北市 淡水 年青人眼鏡
淡水北新店(年青仁眼

鏡行)
26216967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21弄2號

154 新北市 淡水 年青人眼鏡
淡水英專店(時代眼鏡

行)
26268032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56號

155 新北市 淡水 信安眼鏡行
淡江眼鏡行(竹圍捷運

站斜對面)
28085627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民族路5號

156 新北市 淡水 淡江眼鏡行 26257268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21號

157 新北市 淡水 新創眼鏡有限公司 26213880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83號

158 新北市 淡水 寶島眼鏡 淡水中山路 26294756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44號

159 新北市 淡水 寶島眼鏡 竹圍店 28087099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9號

160 新北市 淡水 寶島眼鏡 淡水新市店 66375206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203號

161 新北市 汐止 中青眼鏡有限公司 2647019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42號

162 新北市 汐止 吉美隱形眼鏡有限公司 86476716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53號1樓

163 新北市 汐止 年青人眼鏡 汐止店(年晶人眼鏡行) 26932818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33號

164 新北市 汐止 翀國眼鏡行 26480312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10號

165 新北市 汐止 創越眼鏡有限公司中興分公 26940577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12號

166 新北市 汐止 創越眼鏡有限公司忠孝分公 26430707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44號

167 新北市 汐止 創越眼鏡有限公司學府分公 26415028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12巷9弄1號1樓

168 新北市 汐止 鏡匠眼鏡 鏡匠汐止店 66377578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62號1樓

169 新北市 汐止 寶島眼鏡 汐止大同路店 26480567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31號

170 新北市 汐止 寶島眼鏡 汐止中興路店 26935390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55號

171 新北市 汐止 寶島眼鏡 汐止新台五路店 86916115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77號

172 新北市 汐止 寶島眼鏡 汐止工建路店 66372001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里工建路40號

173 新北市 土城 匠藝光學有限公司 22681897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76-6號1樓

174 新北市 土城 年青人眼鏡 土城店(輕年人眼鏡行) 22664462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94號

175 新北市 土城 金博仕眼鏡行 82612391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31號

176 新北市 土城 鏡匠眼鏡 鏡匠土城店 82622157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72號

177 新北市 土城 鏡匠眼鏡 鏡匠明德店 66377492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42號1樓

178 新北市 土城 寶來眼鏡行學府店 22706318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96號1樓

179 新北市 土城 寶來眼鏡明德店 22636594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45號

180 新北市 土城 寶島眼鏡 土城中央路店 22632727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50號

181 新北市 土城 寶島眼鏡 土城裕民路店 22607697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10號

182 新北市 土城 寶島眼鏡 土城延和路店 22747858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211號

183 新北市 土城 寶島眼鏡 土城學府路店 22637716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01號1，2樓

184 新北市 蘆洲 大信一鐘錶眼鏡行 22816570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43號

185 新北市 蘆洲 中易眼鏡有限公司 82856945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81號

186 新北市 蘆洲 仁愛眼鏡
蘆洲店(瓊愛眼鏡有限

公司)
82867117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217號

187 新北市 蘆洲 吉格眼鏡企業社 82866267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4號

188 新北市 蘆洲 年青人眼鏡 蘆洲店(年親人眼鏡行) 82857360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19-1號1樓



189 新北市 蘆洲 東林眼鏡行 22891048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24號1樓

190 新北市 蘆洲 榮總眼鏡行 22819811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5號

191 新北市 蘆洲 精采光學社 22883131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71號1樓

192 新北市 蘆洲 衛康眼鏡有限公司 22839683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202號1樓

193 新北市 蘆洲 鏡匠眼鏡 鏡匠蘆洲店 66372085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20號

194 新北市 蘆洲 寶島眼鏡 蘆洲中山二路店 22830400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62號

195 新北市 蘆洲 寶島眼鏡 蘆洲長安街店 22887288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13號

196 新北市 蘆洲 寶島眼鏡 蘆洲民族路店 66376797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03號

197 新北市 蘆洲 寶島眼鏡 蘆洲集賢路店 66371870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25號1樓

198 新北市 林口 大心眼鏡行 86019768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243號

199 新北市 林口 年青人眼鏡
文化店(青年仁眼鏡量

販店)
26008282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118號

200 新北市 林口 前瞻眼鏡行 26030772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97巷7號

201 新北市 林口 喬登眼鏡行 26025686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508號

202 新北市 林口 寶島眼鏡 林口中正路店 26015509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281號

203 新北市 林口 寶島眼鏡 林口文化二路店 26006992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122號1樓

204 新北市 林口 寶翔眼鏡-林口店 26017168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251號

205 新北市 瑞芳 完美視覺眼鏡有限公司 24061055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73號1樓

206 新北市 瑞芳 瑞芳城行 24973755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7之4號1樓

207 新北市 瑞芳 寶島眼鏡 瑞芳店 24976180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9之9號

208 新北市 泰山 竼億澤光學眼鏡 22974629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64號

209 新北市 泰山 寶島眼鏡 泰山泰林路店 22978216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190號

210 新北市 泰山 寶島眼鏡 泰山明志路店 29040526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398號

211 新北市 五股 宏琳眼鏡行 82921308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41號

212 新北市 五股 新惠康鐘錶眼鏡行 22920627 新北市五股區明德路7巷19號1樓

213 新北市 五股 麗寶眼鏡行 22936299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473號1樓

214 新北市 五股 寶來眼鏡成泰店 22920396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42號

215 新北市 五股 寶島眼鏡 五股成泰路店 22938479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60號

216 新北市 深坑 寶島眼鏡 深坑北深路店 66377996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69號

217 新北市 八里 寶島眼鏡 八里中山路店 2619169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530之1號

218 新北市 金山 金山光學眼鏡行 24982129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33號

219 新北市 金山 寶島眼鏡 金山店 66373758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20號

220 桃園市 蘆竹 仁愛眼鏡 南崁店(茂愛眼鏡行) (03)3120688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81號1樓

221 桃園市 龍潭 仁愛眼鏡 龍潭店(丁愛眼鏡行) (03)4702358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27號

222 桃園市 楊梅 仁愛眼鏡 楊梅店(柏愛眼鏡行) (03)4750137 桃園市楊梅區大城路40號

223 桃園市 桃園 仁愛眼鏡 南平店(偉愛眼鏡行) (03)3589981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151號

224 桃園市 中壢 仁愛眼鏡 中原店(春愛眼鏡行) (03)2830199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43號

225 桃園市 中壢 仁愛眼鏡
中壢店(本愛眼鏡有限

公司)
(03)4224778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89號

226 桃園市 中壢 仁愛眼鏡 內壢店(俊愛眼鏡行) (03)4637775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3號

227 桃園市 中正 仁愛眼鏡 桃園三店(正愛眼鏡行) (03)3338089 桃園市中正路80號1樓

228 桃園市 八德 仁愛眼鏡 八德店(明愛眼鏡行) (03)3623318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46號

229 桃園市 龜山 寶島眼鏡 迴龍萬壽路店 82003220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289號

230 宜蘭縣 羅東 仁愛眼鏡 新羅東店(仁愛眼鏡行) (039)561116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95號

231 台北市 北投 仁愛眼鏡 石牌店(欽愛眼鏡行) 28282930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62號

232 台北市 內湖 仁愛眼鏡 內湖店(品愛眼鏡行) 26587788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91號

233 台北市 內湖 仁愛眼鏡
東湖店(易愛眼鏡有限

公司)
26330222 台北市內湖區五分里東湖路92號

234 台北市 中正 仁愛眼鏡
公館店(敏愛眼鏡有限

公司)
23695876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86號

235 台北市 中正 仁愛眼鏡
許昌店(意愛眼鏡有限

公司)
23758001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30號

236 台北市 大安 仁愛眼鏡
師大店(鼎愛眼鏡有限

公司)
23658989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55號

237 台北市 士林 仁愛眼鏡
士林店(己愛眼鏡有限

公司)
28891813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37號

238 台北市 松山 得威眼鏡有限公司 25780261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1-1號

239 台北市 大安 眾鑫眼鏡行 23698855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108號2樓

240 台北市 中正 聚眾眼鏡行 23881212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25號2樓

241 基隆市 安樂 寶島眼鏡 基隆長庚店 24301029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47號

242 基隆市 仁愛 寶島眼鏡 基隆愛三路店 24243567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75號1樓

243 基隆市 仁愛 仁愛眼鏡
基隆店(俊愛眼鏡有限

公司)
24282211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87號

244 基隆市 中山 寶島眼鏡 基隆安一路店 24288851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35號

245 基隆市 七堵 寶島眼鏡 基隆七堵店 24567028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