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
行業別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醫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路１００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 大昌二路２１８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 陽明路８５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 鼎山街５６７號１樓

電影院 喜樂時代影城 美奇萊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61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７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尖美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２３８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１５１之１號１樓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３２６之１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１８８號、１８８之１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８４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熱河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９２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２７２號１樓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５２１之１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５６７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 漢民路３４９號

免稅店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免稅店分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漢民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６２８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８３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仁武門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１４８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１０９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２９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７１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 左營大路７０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自由二路店 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二路２３１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６４８之１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２２號地下層之１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２９１號１樓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１７９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後昌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６４９號

速食 弘爺漢堡-政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６４７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崇德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２９４號

速食 弘爺漢堡-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八巷13號1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３５９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１１５７號１樓

眼鏡店 金橘眼鏡－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４６７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 壽天路９８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岡山岡燕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２２５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 東林西路６３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１９１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４０９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大同醫院營業所 高雄市前金區 中華三路６８號地下１樓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４３１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 高雄市前鎮區 瑞隆路５１２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５０２號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民權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４２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６號

眼鏡店 金橘眼鏡－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８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二路３４９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新光店 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三路２１６之１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漢神店 高雄市苓雅區 成功一路２７７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和平一路店 高雄市苓雅區 和平一路２３２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 建國一路１３９之１號

眼鏡店 金橘眼鏡建國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３００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８６號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總圖店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４８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廣州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１３７之３號

百貨 ９９五金大賣場－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１４２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２段４４０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五福二路店 高雄市新興區 五福二路１４７之４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 林森一路１６８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５７之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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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 (口卡)嚓羅馬披薩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55號1樓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民族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６５之１號１樓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１２８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 建楠路１７６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 軍校路７１４號

速食 弘爺漢堡-三山店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259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３９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３４７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２０９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２１８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１２８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９５０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 大社路３５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３２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新民路１之２號

速食 弘爺漢堡-五甲南成店 高雄市鳯山區南成街11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 瑞豐街２０２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５３２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華夏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夏路１７３號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３７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 延平一路６４９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 中山路５６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 五甲三路１之１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 青年路２段３７１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高雄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１１２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９５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６０５號１樓

咖啡專賣店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４９５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３５５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南京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３１９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６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高雄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１３０號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鳳南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１６５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鳳山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４６號１樓

百貨 大九九大賣場－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９０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１２２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