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店名稱 營業地址

寶島眼鏡士林中正路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94號

寶島眼鏡天母北路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1號

寶島眼鏡天母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3號

寶島眼鏡士林文林路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34號

寶島眼鏡社子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296號1樓

寶島眼鏡劍潭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24號

寶島眼鏡德行東路(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19號

寶島眼鏡德行東路(一)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81號

寶島眼鏡延平北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17號

寶島眼鏡酒泉街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35號

寶島眼鏡和平東路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95號

寶島眼鏡延吉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10之1號

寶島眼鏡忠孝正義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98號

寶島眼鏡東門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4號

寶島眼鏡信義大安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38號

寶島眼鏡師大路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3號

寶島眼鏡通化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92號

寶島眼鏡敦化南路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77號

寶島眼鏡古亭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3號1樓

寶島眼鏡大直北安路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2號

寶島眼鏡民權東路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45號1樓

寶島眼鏡長安東路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89之2號

寶島眼鏡南京東路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8號

寶島眼鏡晴光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3號

寶島眼鏡龍江路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91號1樓

寶島眼鏡中華路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37號1樓

寶島眼鏡汀州路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2號

寶島眼鏡南昌路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59號1樓

寶島眼鏡衡陽路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98號

寶島眼鏡西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57號

寶島眼鏡內湖路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04號

寶島眼鏡內湖民權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32號

寶島眼鏡葫洲圓環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302號

寶島眼鏡內湖成功路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55號

寶島眼鏡東湖路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8號1樓

寶島眼鏡木新路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223號

寶島眼鏡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62號

寶島眼鏡興隆路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30號

寶島眼鏡新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5號

寶島眼鏡石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55號

寶島眼鏡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16號

寶島眼鏡明德路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07號

寶島眼鏡八德路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74號1樓

寶島眼鏡松山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13號

寶島眼鏡民生東路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19之1號



寶島眼鏡民生富錦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66號

寶島眼鏡南京東興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71號

寶島眼鏡永吉路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23號

寶島眼鏡光復南路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79號

寶島眼鏡忠孝永春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40號

寶島眼鏡莊敬路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13～315號

寶島眼鏡福德街 台北市信義區褔德街1號

寶島眼鏡南港路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12號

寶島眼鏡研究院路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81號

寶島眼鏡忠孝玉成 台北市南港區萬福里忠孝東路五段990號

寶島眼鏡西園路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14之3號

寶島眼鏡萬大路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29號1樓

寶島眼鏡八里中山路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530之1號

寶島眼鏡三重三和路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05號

寶島眼鏡三重五華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88號

寶島眼鏡三重正義北路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7號

寶島眼鏡三重忠孝路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三段28號

寶島眼鏡三重重新路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136號1樓

寶島眼鏡三峽民生街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19號1樓

寶島眼鏡土城中央路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50號

寶島眼鏡土城延和路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211號

寶島眼鏡土城裕民路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4號

寶島眼鏡土城學府路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01號

寶島眼鏡中和中和路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11號

寶島眼鏡中和員山路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70號

寶島眼鏡中和景安路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60號

寶島眼鏡中和景新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23號

寶島眼鏡五股成泰路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60號

寶島眼鏡永和智光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48號

寶島眼鏡永和永和路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68號

寶島眼鏡永和竹林路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4號1樓

寶島眼鏡汐止大同路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31號

寶島眼鏡汐止中興路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55號

寶島眼鏡汐止工建路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里工建路40號

寶島眼鏡汐止新台五路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77號

寶島眼鏡板橋三民路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02之15號

寶島眼鏡板橋諾貝爾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2號1樓

寶島眼鏡板橋府中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之8號1樓

寶島眼鏡板橋埔墘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47號

寶島眼鏡板橋中正路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63號

寶島眼鏡板橋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7號

寶島眼鏡板橋忠孝路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93號

寶島眼鏡板橋南門街 新北市板橋區南門街20號

寶島眼鏡板橋陽明街 新北市板橋區陽明街4號

寶島眼鏡林口中正路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281號

寶島眼鏡林口文化二路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122號1樓



寶島眼鏡金山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20號

寶島眼鏡泰山明志路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398號

寶島眼鏡泰山泰林路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190號

寶島眼鏡淡水新市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203號

寶島眼鏡淡水中山路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44號

寶島眼鏡竹圍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9號

寶島眼鏡深坑北深路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69號

寶島眼鏡新店中正路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33號

寶島眼鏡新店北新路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75號

寶島眼鏡新店民權路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6號

寶島眼鏡新店安康路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202號

寶島眼鏡新店中央路 新北市新店區福民里中央路137號

寶島眼鏡新莊中正路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24號

寶島眼鏡新莊中港路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278號

寶島眼鏡新莊民安路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24號

寶島眼鏡新莊幸福路(一)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42號

寶島眼鏡新莊幸福路(二)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45號

寶島眼鏡瑞芳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9之9號

寶島眼鏡北大特區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71號

寶島眼鏡樹林中山路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8號

寶島眼鏡樹林中華路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128號

寶島眼鏡樹林博愛一街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15號

寶島眼鏡蘆洲中山二路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62號

寶島眼鏡蘆洲民族路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03號

寶島眼鏡蘆洲長安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13號

寶島眼鏡蘆洲集賢路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25號1樓

寶島眼鏡鶯歌建國路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179號1樓

寶島眼鏡八德大湳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1033號

寶島眼鏡八德桃鶯路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35 號

寶島眼鏡桃園大園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4號

寶島眼鏡大溪慈湖路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93號

寶島眼鏡中壢大同路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163號

寶島眼鏡中壢中原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8號

寶島眼鏡中壢龍岡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四段118 號

寶島眼鏡中壢中正路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66號

寶島眼鏡內壢中華路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186號

寶島眼鏡中壢新生路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213號

寶島眼鏡中壢福州一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31號1樓

寶島眼鏡平鎮山仔頂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197之1號

寶島眼鏡平鎮和平路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82號

寶島眼鏡桃園中平路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10號

寶島眼鏡桃園中正特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246號

寶島眼鏡桃園中正路(二)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28號

寶島眼鏡桃園中正路(一)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07號

寶島眼鏡桃園寶山街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204號

寶島眼鏡新屋中山路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274號



寶島眼鏡楊梅大成路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37 號

寶島眼鏡楊梅埔心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15號

寶島眼鏡龍潭中正路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25之1號

寶島眼鏡龜山中興路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431號

寶島眼鏡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20號

寶島眼鏡迴龍萬壽路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289號

寶島眼鏡蘆竹大竹路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51號

寶島眼鏡蘆竹南崁路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38號

寶島眼鏡蘆竹奉化路 桃園市蘆竹區南興村4鄰奉化路146號

寶島眼鏡觀音大觀路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102號

寶島眼鏡新竹中山路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102號1樓

寶島眼鏡新竹北大路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319號

寶島眼鏡新竹湳雅街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32號

寶島眼鏡新竹站前店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43號

寶島眼鏡新竹中正路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99號

寶島眼鏡關東橋金山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78號

寶島眼鏡關東橋園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562號1樓

寶島眼鏡新竹馬偕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225號

寶島眼鏡新竹清大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320號

寶島眼鏡新竹西大路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27號1樓

寶島眼鏡竹北三民路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548號

寶島眼鏡竹北中正東路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97號

寶島眼鏡竹北文興路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257號1樓

寶島眼鏡竹北自強南路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45號1樓

寶島眼鏡竹東長春路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60號

寶島眼鏡湖口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5號

寶島眼鏡新竹新埔 新竹縣新埔鎮四座里中正路221號

寶島眼鏡新豐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23號

寶島眼鏡關西中興路 新竹縣關西鎮中興路32號

寶島眼鏡竹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40號

寶島眼鏡苑裡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69號

寶島眼鏡苗栗中正路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00號

寶島眼鏡頭份仁愛路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56號

寶島眼鏡頭份建國路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58號

寶島眼鏡大甲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132之1號

寶島眼鏡大里中興路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13號

寶島眼鏡大里益民路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84號

寶島眼鏡大里永興路 台中市大里區永興路329號

寶島眼鏡大里成功路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539號

寶島眼鏡大雅民生路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02號1-2樓

寶島眼鏡大雅雅潭路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04號

寶島眼鏡台中中正路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88號

寶島眼鏡太平中山路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30號

寶島眼鏡太平太平路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561號

寶島眼鏡太平樹孝路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500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中清路 台中市北屯區大德里中清路二段260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北屯路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174號,176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昌平路 台中市北屯區平福里昌平路一段119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東山路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51號

寶島眼鏡台中松竹路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356，358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崇德路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2號1樓、2樓

寶島眼鏡台中新民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93號

寶島眼鏡台中三民路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74號

寶島眼鏡台中健行路 台中市北區淡溝里健行路869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學士路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287號1樓

寶島眼鏡后里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443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永福路 台中市西屯區永福路47號1樓

寶島眼鏡逢甲至善路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82之25號

寶島眼鏡台中西屯路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30之1號

寶島眼鏡台中中科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之17號

寶島眼鏡台中河南路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432之7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青海路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81-2號

寶島眼鏡逢甲福星路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99號

寶島眼鏡台中公益路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32號

寶島眼鏡台中林森路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132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美村路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56號

寶島眼鏡沙鹿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247號

寶島眼鏡台中復興路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2號

寶島眼鏡東勢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475號

寶島眼鏡台中大墩路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738號

寶島眼鏡台中五權路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0號

寶島眼鏡台中惠文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509號

寶島眼鏡台中向心南路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927號1樓

寶島眼鏡台中黎明路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74號

寶島眼鏡台中高工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104號

寶島眼鏡台中工學路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2號

寶島眼鏡烏日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99號

寶島眼鏡神岡 台中市神岡區社南里中山路531號

寶島眼鏡清水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88號

寶島眼鏡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365號

寶島眼鏡東海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新興路45號

寶島眼鏡豐原中正路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34號

寶島眼鏡豐原向陽路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288號

寶島眼鏡豐原成功路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222號

寶島眼鏡霧峰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87號

寶島眼鏡二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128號

寶島眼鏡北斗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264號

寶島眼鏡田中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207號

寶島眼鏡和美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39號1樓

寶島眼鏡社頭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263號

寶島眼鏡員林中山路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832號

寶島眼鏡員林林森路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59號



寶島眼鏡鹿港中山路 彰化縣鹿港鎮中興里4鄰中山路215號

寶島眼鏡溪湖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06號

寶島眼鏡彰化三民路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20號

寶島眼鏡彰化中山路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214之1號

寶島眼鏡彰化和平路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40號

寶島眼鏡竹山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59號

寶島眼鏡南投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11號

寶島眼鏡埔里中正路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98號

寶島眼鏡埔里南昌街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269號

寶島眼鏡草屯中正路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67號.669號1樓

寶島眼鏡草屯虎山路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虎山路778號

寶島眼鏡斗六大同路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8號

寶島眼鏡斗六民生南路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115號

寶島眼鏡斗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147號

寶島眼鏡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55之5號

寶島眼鏡西螺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31號

寶島眼鏡虎尾中正路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51號

寶島眼鏡虎尾林森路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53號

寶島眼鏡嘉義中山路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96號

寶島眼鏡嘉義中興路 嘉義市西區福全里中興路321號

寶島眼鏡嘉義興業路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122之8號

寶島眼鏡嘉義圓環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文化路186號

寶島眼鏡嘉義吳鳳南路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453號

寶島眼鏡嘉義新生路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820號1樓

寶島眼鏡嘉義大林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518號

寶島眼鏡嘉義民雄 嘉義縣民雄鄉民族路30號

寶島眼鏡嘉義朴子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35之1號1~2樓

寶島眼鏡台南民族路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02號

寶島眼鏡台南中正路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77號

寶島眼鏡台南西門路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404號

寶島眼鏡台南仁德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440號1樓

寶島眼鏡台南六甲 台南市六甲區建國街2號

寶島眼鏡台南公園路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585號

寶島眼鏡台南永康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41號

寶島眼鏡台南鹽行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823號

寶島眼鏡台南中華路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48之1號

寶島眼鏡台南大灣路 台南市永康區崑山里大灣路1060號

寶島眼鏡白河中山路 台南市白河區中山路3-2號1樓

寶島眼鏡台南安和路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47號

寶島眼鏡台南海佃路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153號

寶島眼鏡台南佳里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321號

寶島眼鏡台南北門路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142號

寶島眼鏡台南東寧路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03號

寶島眼鏡台南崇明路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221號1~2樓

寶島眼鏡台南崇德路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31號

寶島眼鏡台南麻豆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03號1樓



寶島眼鏡台南善化 台南市善化區東關里中正路517號1樓

寶島眼鏡台南新化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342號

寶島眼鏡台南新市 台南市新市區仁愛街237號

寶島眼鏡台南新營 台南市新營區延平路7號

寶島眼鏡台南歸仁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段577號

寶島眼鏡台南鹽水 台南市鹽水區中正路4號

寶島眼鏡高雄大昌二路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47號

寶島眼鏡高雄天祥一路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66號

寶島眼鏡高雄建工路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8、480號1樓

寶島眼鏡高雄博愛一路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01號

寶島眼鏡高雄陽明路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91號1樓

寶島眼鏡高雄大社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29號

寶島眼鏡高雄中庄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434號

寶島眼鏡高雄大發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72號

寶島眼鏡高雄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61號

寶島眼鏡高雄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雄路15-8號1樓

寶島眼鏡高雄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19號

寶島眼鏡高雄自由路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2之2號

寶島眼鏡左營崇德路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0號

寶島眼鏡岡山岡山路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80號1樓

寶島眼鏡岡山壽天路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5號

寶島眼鏡高雄林園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79號

寶島眼鏡高雄阿蓮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97號

寶島眼鏡高雄七賢二路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54號1樓

寶島眼鏡高雄草衙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81號

寶島眼鏡高雄瑞隆路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59號

寶島眼鏡高雄國際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5號

寶島眼鏡高雄三多路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2號

寶島眼鏡高雄建國一路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68號

寶島眼鏡高雄廣州一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3號

寶島眼鏡高雄梓官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70號

寶島眼鏡高雄林森一路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2號

寶島眼鏡高雄新田路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37號1樓

寶島眼鏡楠梓建楠路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7號

寶島眼鏡楠梓軍校路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48號

寶島眼鏡楠梓德賢路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49號

寶島眼鏡高雄路竹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55號

寶島眼鏡高雄裕誠路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98號

寶島眼鏡高雄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延平一路619號

寶島眼鏡鳳山大明路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26號

寶島眼鏡鳳山中山路(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35號

寶島眼鏡鳳山中山路(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201號

寶島眼鏡高雄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58號

寶島眼鏡高雄赤山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35號

寶島眼鏡鳳山光遠路 高雄市鳳山區縣衙里光遠路346號

寶島眼鏡高雄橋頭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24號



寶島眼鏡高雄大勇路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7號

寶島眼鏡屏東內埔 屏東縣內埔鄉內田村廣濟路303號

寶島眼鏡屏東東港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153號

寶島眼鏡屏東枋寮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220號

寶島眼鏡屏東中正路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542號

寶島眼鏡屏東民生路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98號

寶島眼鏡屏東廣東路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102號

寶島眼鏡屏東恆春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107號1樓

寶島眼鏡屏東萬丹 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萬丹路一段269號

寶島眼鏡屏東潮洲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61號

寶島眼鏡基隆七堵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2號

寶島眼鏡基隆安一路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35號

寶島眼鏡基隆愛三路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75號1樓

寶島眼鏡基隆長庚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47號

寶島眼鏡宜蘭中山路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7號

寶島眼鏡宜蘭神農路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62號1樓

寶島眼鏡頭城青雲路 宜蘭縣頭城鎮城東里青雲路三段152號1樓

寶島眼鏡礁溪礁溪路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58、60號

寶島眼鏡羅東中正路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99號1.2樓

寶島眼鏡羅東興東路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0-1號1樓

寶島眼鏡蘇澳中山路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154號1樓

寶島眼鏡花蓮吉安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52號1樓

寶島眼鏡花蓮中山路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51之1號

寶島眼鏡花蓮中正路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62之1號

寶島眼鏡台東中華路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520號

寶島眼鏡台東正氣路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205號

寶島眼鏡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11巷7號

寶島眼鏡金門山外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03號

寶島眼鏡澎湖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