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
行業別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士林中正店 台北市士林區 中正路２０４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天母西路店 台北市士林區 天母西路３１號１樓

速食 弘爺漢堡-隆吉店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66巷5弄18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１０２之１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士林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４９４號

糕點西點麵包 君城本家-芝山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７０號芝山店１號販賣店

眼鏡店 大陸眼鏡－酒泉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 酒泉街７４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長安西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１２６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台北長安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１２９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南西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３０號 

糕點西點麵包 君城本家-重慶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３段５３號１樓

眼鏡店 大陸眼鏡－大安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 大安路１段２４１號１樓

眼鏡店 大陸眼鏡－大吉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 延吉街１３５之１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 敦化南路１段１８９號１樓

冷飲店 日日裝茶－台大公館店 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３段９６之４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通化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文昌街１９２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光復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２６６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和平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５１號１樓、５３巷２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７６號１樓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忠孝ＳＯＧＯ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５１之１０號

眼鏡店 金橘眼鏡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７０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忠孝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７６號２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金山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２段６９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永康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２段１８８號１至４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安和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２５９號

眼鏡店 金橘眼鏡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９３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復興南路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１４５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新南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３段５４－３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中山北路店 台北市中山區 中山北路１段５７之１號

眼鏡店 大陸眼鏡－大直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 北安路６００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民權東路店 台北市中山區 民權東路３段１８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林森店 台北市中山區 林森北路３７１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長春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１３３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 長春路２８３之３號１樓

眼鏡店 大陸眼鏡－龍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 龍江路２８７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中山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７７之１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ＯＮＩ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４號

女裝服飾 安柏名品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４９號

冷飲店 一漾茶飲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６９之２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松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８、３０、３０之１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９７巷１８號

皮鞋 格式蘭皮鞋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２７號１樓

女裝服飾 信望愛時裝股份有限公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２９之１號

機車修護零件百貨 展欣重車開發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３１之１號１樓

眼鏡店 長春眼鏡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４６號

鐵板燒燒肉 一番館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４７號１樓

女性護膚美容 皇廷莊園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５４之４號１樓

體育用品 斐樂－長春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５７及１５９號

女裝服飾 Ｃｒｉｓｔａｌｌｏ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６９號１樓

粵菜 金品茶樓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６號及１６號地下室

冷飲店 茶聚－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７２號１樓

咖啡專賣店 小憩Ｎａｐ　ｃａｆｅ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８２之２號２樓

電訊設備 徠誠通訊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８６號

化妝品 上緻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２１９號２樓之１

美院(髮)院 名留美髮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３２５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３６８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Ｍｏｏｚ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３７８號１樓

眼鏡店 玖玖眼鏡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３８４號１樓

中西藥房 能康藥局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４６號

茶葉 昇祥茶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５２號

手工藝品 龍行天下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５７號６樓

交通工具租賃 ＧＯＧＯ　ＣＡＲ　汽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臨２０６之３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南京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１１號１樓

體育用品 拳擊天地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91-2號1樓

日本料理 金澤居酒屋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２８２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精靈寶鑽桌上遊戲專賣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４４號２樓之１

冷飲店 果果迪特調水果茶飲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６６號１樓

糕點西點麵包 上城糕餅小舖股份有限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７０號１樓

健身房 ＰＬＵＳ　ＦＩＴＮＥ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４４６號１樓

女性護膚美容 舒華濃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６０號３樓之２

女裝服飾 Ｋｅｙ　Ｗｅａｒ－０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６４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復興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６６號

中西藥房 ＯＫ藥師藥局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９５號

女性護膚美容 昀　ＳＰＡ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１２８巷２３號１樓

電訊設備 ＮＯＫＩＡ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２３６號１樓

女性護膚美容 克萊兒ＳＰＡ芳療館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６３巷１６號

眼鏡店 頂好眼鏡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２０３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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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髮)院 ＨＡＩＲ　ＢＯＸ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２５５號１樓

咖啡專賣店 嘿布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２６５號１樓

眼鏡店 韋恩精品眼鏡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３３４號１樓

百貨 大吉利生活百貨館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３８６號１樓

東南亞餐廳 泰合平價泰國餐館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４０２號

冷飲店 一芳－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４１０號

獸醫 龍江寵物醫院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２１巷１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ＣＨＥＺ　ＢＡＲＢＡ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２４７之１號

眼鏡店 保明隱形眼鏡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２６３號１樓 

中西藥房 王中興藥局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２７３號１樓

便利商店 雷水藥妝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３６９號１樓

電訊設備 皇成通訊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３９１號１樓

女性護膚美容 金美滿美容坊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４０３號

美院(髮)院 彩登造型溯ＦＡ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４１３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博愛店 台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１１８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羅斯福路店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１段１２５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大直店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１段１２５號２樓

冷飲店 日日裝茶－中正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１段２４號之１

眼鏡店 大陸眼鏡－公館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３段２７８號

速食 弘爺漢堡-和平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9巷2號

冷飲店 唐棉-台北古亭店 台北市中正區金門街2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１５之７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常德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１號２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新生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１段５６號之１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站前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８號３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臨沂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２５巷１９號、１９之１號、１９號地下

糕點西點麵包 香帥蛋糕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3段96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１段４３１號

眼鏡店 大陸眼鏡－內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３段１９５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 東湖路４３巷１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北市內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１３９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內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４８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內湖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４６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內湖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１段７０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內湖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１段８２號１樓

電影院 哈拉影城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３段７２號２樓之１、２樓之２、３樓之１、３樓之２ 

眼鏡店 大陸眼鏡－興隆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 興隆路２段２２２之５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萬芳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９６號

眼鏡店 大陸眼鏡－北投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 光明路１３２之９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石牌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５９號１樓

糕點西點麵包 君城本家-石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６４號

電影院 喜樂時代影城 南港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七段299號11-14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３段１２１之１號

眼鏡店 大陸眼鏡－民東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５段１１８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５段１２７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５４號１樓

女裝服飾 生活道具坊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３段１１３巷１４－１號

速食 弘爺漢堡-民生1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7號

茶葉 東燁茶藝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０３巷１７號

眼鏡店 艾比兒童眼鏡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０６巷１２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民權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１４號１樓及地下

體育用品 奇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３４號１Ｆ

冷飲店 沅沅豆乳飲料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38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松山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１１巷９９號地下層

化妝品 Ｂｌａｃｋ　Ｃｕｒｒ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３４３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育達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４段１１８之１號１樓、２樓

冷飲店 茶聚－南京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１２３巷６弄１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南京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２２３號１樓

體育用品 斐樂－復北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１５之５號

女裝服飾 ＨＯＮＯＲ－復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１８１號

咖啡專賣店 ＩｎｓｉｎｇｅｒＫａ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１３巷１９號

食品特產行 ＧＮＣ復興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3號

女性護膚美容 Ｃ　ｓｐａ　喜泉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６１巷４號１樓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敦北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４３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敦化長庚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１９９巷２弄１號１樓

女性護膚美容 Ｉ，　ｗｏｍａｎ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２２巷２號３樓

女裝服飾 設計師品牌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２２巷３７號

中西藥房 萬泰藥局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２２巷３８號

女性護膚美容 ＫＯＺＹ　ＳＡＬＯＮ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２２巷６弄７號

女裝服飾 卡汀娜國際股份有限公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２２２巷８號１樓

咖啡專賣店 黑沃咖啡－民生興安店 台北市松山區興安街２０４號

小吃簡餐 帥哥魯肉飯 台北市長春路321-2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 光復南路４６５之１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 忠孝東路５段４９１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北莊敬路店 台北市信義區 莊敬路３４０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北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１２８號

速食 弘爺漢堡-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18巷2號

女裝服飾 ＬＯＲＡＮＺＯ－永春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４７６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台北信義威秀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２０號１樓２８櫃位

冷飲店 茶聚－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５７號１樓

眼鏡店 大陸眼鏡－南港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 研究院路１段９２號



行業別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冷飲店 水巷茶弄－南港同德店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５５號

冷飲店 茶聚－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２段３８巷６之３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台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之２３號１樓

美容(髮)院 彩登造型溯ＦＡ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４１３號１樓

美院(髮)院 名留剪燙染護沙龍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１３巷４１號１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