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店舖名稱 店舖電話 店舖地址
上水 永明眼鏡(香港)有限公司 26739001 上水龍豐花園地下19號舖
上水 永明眼鏡(香港)有限公司 - 上水店 26712523 上水上水購物中心2樓2108號舖
中西區 尊貴視力- 中環店 25221488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43-49號新利大廈地下D舖
中西區 天幕眼鏡 25597098 上環皇后大道西300號地下
中西區 霍仕專業眼鏡 35650277 中環擺花街12-16號合成商業大廈地下2號舖
九龍灣 潮流天地- 德福廣場 26963368 九龍灣德福廣場3樓354-355號舖 
元朗 名視眼鏡中心 - 元朗千色店 27283196 元朗教育路1號千色廣場2樓11號舖
土瓜灣 眼鏡2000 - 土瓜灣店 23622820 土瓜灣土瓜灣道80T地下
大埔 精藝視光中心 26576212 大埔大明里11號B地下
大埔 視窗眼鏡 - 大埔廣場店 26538883 大埔安泰路1號大埔廣場2樓75號舖
大埔 視窗眼鏡 - 大埔昌運店 26672223 大埔昌運中心地下44A舖
大埔 永明眼鏡(香港)有限公司 - 大埔店 31254341 大埔超級城B區1樓135室
大角咀 眼光獨到 - 大角咀店 31443196 大角咀福利街8號港灣豪庭廣場地下20號舖
天水圍 名視眼鏡中心 - 天水圍嘉湖銀座店 26174998 天水圍嘉湖銀座2期1樓118號舖
天水圍 名視眼鏡中心 - 天水圍天瑞店 24475297 天水圍天瑞路9號天瑞邨商場地下12號舖
天水圍 名視眼鏡中心 - 天水圍天盛店 35200521 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樓106號舖
天水圍 名視眼鏡中心 - 天水圍天澤店 23681820 天水圍天澤邨天澤商場1樓119號舖
天水圍 有眼福 - 天水圍店 24489970 天水圍天湖路1號嘉湖新北江商場1樓C96-97號舖
天水圍 有眼福有限公司 39969385 新界天水圍天湖路2號天耀廣場地下L040A
天水圍 潮流天地- 天水圍 26962238 天水圍天盛苑天盛商場1樓L127號舖 
將軍澳 眼鏡2000 - 將軍澳店 27028618 將軍澳唐德街1號將軍澳廣場L1-136號舖
將軍澳 潮流天地- 新都城中心 31944848 將軍澳欣景路8號新都城中心商場2期1樓1112號舖
將軍澳 潮流天地- 將軍澳連理街 26960096 將軍澳坑口培成路15號連理街124號舖
將軍澳 潮流天地- PopCorn 26969948 將軍澳唐賢街9號PopCorn商場1樓F03號舖
將軍澳 眼鏡廊 - 將軍澳店 24350333 將軍澳培成路8號南豐廣場地下A47號舖
尖沙咀 香港視光 26213038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1期1樓136舖
尖沙咀 香港視光 23122903 尖沙咀彌敦道63號國際廣場MTR17號舖
屯門 名視眼鏡中心 - 屯門蝴蝶邨店 24638637 屯門蝴蝶邨蝴蝶廣場2樓R223號舖
屯門 名視眼鏡中心 - 屯門建生邨店 24631482 屯門建生邨建生商場地下101號舖
屯門 名視眼鏡中心 - 屯門良景邨店 24561527 屯門良景邨良景商場3樓346號舖
屯門 名視眼鏡中心 - 屯門富泰邨店 24537575 屯門富泰邨富泰商場2樓214號舖
屯門 名視眼鏡中心 - 屯門安定店 24698813 屯門安定邨H.A.N.D.S 商場A區2樓A-213號舖
屯門 潮流天地- 屯門海趣坊 26962833 屯門湖翠路168-236號海趣坊45號舖
屯門 潮流天地- 錦薈坊 26960068 屯門屯隆街1號錦薈坊3樓328號舖
屯門 眼鏡一品 23225328 屯門友愛邨H.A.N.D.S商場2樓H區H225
屯門 添寶眼鏡 24515984 屯門安定邨H.A.N.D.S商場A區A141號
慈雲山 時尚眼鏡 28037777 慈雲山慈雲山中心4樓413舖
新蒲崗 潮流天地- 譽港灣商場 26960090 新浦崗太子道東638號譽港灣商場1樓122號舖
旺角 華明眼鏡 23962825 旺角黑布街85號地下
旺角 眼鏡2000 - 旺角中心店 23327003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1期16樓1619室
旺角 眼鏡2000 - 旺角銀城店 23320851 旺角西洋菜街南街銀城廣場22樓2203室
旺角 愛視美眼鏡 - 旺角店 27824982 旺角西洋菜街46號1樓
旺角 名視眼鏡中心 - 旺角荷李活店 23927633 旺角彌敦道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8樓803室
旺角 李鴻照視光師中心 23809000 旺角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1期19樓1905室



旺角 目之舍眼鏡店 27645018 旺角西洋菜街168號電訊大厦2002室
旺角 明亮視力 27879382 旺角西洋菜街168號21樓2101室
旺角 真視眼鏡 23884298 旺角荷李活廣場16樓1620室
旺角 好視力眼鏡中心 23323825 旺角西洋菜街南2A號銀城廣場10樓1001室
旺角 GENIC BY GLASSHOLIC LIMITED 31885482 九龍旺角彌敦道700號T.O.P This is our place 3樓303號舖
杏花村 Visual Plus - 杏花村 24206833 杏花村 杏花新城127舖
柴灣 眼光獨到 - 小西灣店 34074166 柴灣小西灣藍灣廣場UG 25號舖
柴灣 潮流天地- 柴灣新翠商場 26960080 柴灣新翠商場3樓309-311號舖
樂富 潮流天地- 樂富 26963000 樂富老虎岩聯合道198號樂富廣場3樓3216號舖
沙田 名視眼鏡中心 - 沙田禾輋邨店 29892399 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2樓266號舖
沙田 睛伶視力 26023600 沙田好運中心3樓29號舖
沙田 好眼力 26023613 沙田好運中心3樓34號舖
沙田 潮流天地-  沙田廣場 26969988 沙田沙田廣場3樓8A&B舖
沙田 潮流天地- 沙田連城廣場 26969983 沙田連城廣場617-618號舖
沙田 眼鏡廊 - 沙田禾輋店 23827998 沙田禾輋邨禾輋商場2樓244號舖
沙田 眼鏡廊 - 沙田沙角店 26370438 沙田沙角邨沙角商場236-237號舖
油塘 愛視美眼鏡 - 油塘店 35144101 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地下16號舖
深水埗 眼鏡2000 - 西九龍店 27200533 深水埗欽州街37K號西九龍中心226號舖
灣仔 皇冠隱形眼鏡公司 - 灣仔店 28911114 灣仔灣仔道218號利昌大廈地下B舖
灣仔 皇冠隱形眼鏡公司 - 灣仔軒尼詩道店 28922688 灣仔軒尼詩道344號地下
灣仔 萬利眼鏡公司 25272097 灣仔莊士敦道18號D地下
筲箕灣 愛視美眼鏡 - 筲箕灣店 25130377 筲箕灣愛東邨愛東商場1樓114號舖
粉嶺 衞視眼鏡公司 26820013 粉嶺粉嶺中心2期1樓213 B&C 號舖
粉嶺 永明眼鏡(香港)有限公司 - 粉嶺店 37410468 粉嶺碧湖花園商場高層地下13號舖
紅磡 豪盼軒 27660888 紅磡紅磡灣中心地下19號舖
紅磡 目廊MOKUROU - 紅磡店 23659636 紅磡黃埔花園11期地庫聚寶坊B64號舖
紅磡 穎視光學公司 27736423 黃埔新邨船塢街99號K2號舖
紅磡 潮流天地 - 黃埔花園 26963628 黃埔花園時尚坊(第二期)G28A號舖
紅磡 注目視光 23335182 紅磡蕪湖街49號地下A&B舖
美孚 眼光獨到 - 美孚店 31051231 美孚新邨吉利徑3期平台C1號舖
荃灣 愛視美眼鏡 - 荃灣店 24021570 荃灣楊屋道1 號荃新天地1期地下高層58號舖
荃灣 瑞興眼鏡公司 24935053 荃灣青山道268-298南豐中心15樓1516A室
荃灣 時尚眼鏡 23827777 荃灣荃華街3號悦來酒店地庫1樓112A舖
荃灣 時尚眼鏡公司 28027777 荃灣西樓角道138-168 號荃豐中心1樓B7室
荃灣 時尚眼鏡公司 24997777 荃灣眾安街 68 號千色匯1期1樓1015-1016室
荃灣 潮流天地 - 荃灣綠楊店 26962280 荃灣綠楊坊G09號舖
荃灣 眼前一亮 26990068 荃灣青山道625號麗城商場三期地下24號舖
葵涌 香港視光 - 活@KCC店 25661909 新界葵涌葵昌路 72-76 號 活@KCC 3 樓 301號舖
葵涌 LIKE OPTICAL WORKSHOP 21165330 葵涌葵富路7至11號葵涌廣場2樓4C107號舖
葵芳 有眼福 26100345 葵芳興芳路葵涌廣場2樓C67B舖
葵芳 有眼福 21160362 葵芳興芳路葵涌廣場地下A77-2號舖
葵芳 新眼鏡繽紛 24090338 新界葵芳邨葵愛樓16號地下
藍田 目廊 MOKUROU -藍田店 29526082 藍田匯景道8號匯景廣場5樓822A舖
跑馬地 紐約眼鏡公司 28381800 跑馬地山光道1A意盧小築地下F舖
銅鑼灣 康視眼鏡公司 25766447 銅鑼灣渣甸街英光大廈7號地下
銅鑼灣 百利眼鏡 28820468 銅鑼灣記利佐治街1號1樓1101A
銅鑼灣 愛視美眼鏡 - 銅鑼灣店 25062390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480 - 482號泰港大廈地庫
銅鑼灣 尊貴視力- 銅鑼灣店 28822948 銅鑼灣利園山道63號地下
銅鑼灣 香港視光 2316 2383 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世界貿易中心4樓P428室
銅鑼灣 星光眼鏡有限公司 25777556 銅鑼灣百德新街1號V地舖
銅鑼灣 新時代眼鏡 - 銅鑼灣店 28080098 銅鑼灣渣甸街63號E地下
銅鑼灣 目廊MOKUROU - 銅鑼灣店 25752382 銅鑼灣銅鑼灣廣場1期商場2樓209號舖
鑽石山 潮流天地- 荷里活廣場 26969228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3樓321號BC舖
青衣 名視眼鏡中心 - 青衣店 24641639 青衣長發邨長發商場231A號舖
青衣 眼鏡廊 - 青衣店 24360031 青衣長發商場220號舖
香港仔 華美眼鏡 25509771 香港仔華富邨華富購物商場地下6號舖
香港仔 卓越視力 25511733 香港仔華富邨華富購物商場地下23號舖
馬鞍山 眼鏡2000 - 馬鞍山店 26338049 馬鞍山鞍祿街18號新港城中心2樓2109號舖
馬鞍山 名視眼鏡中心 - 馬鞍山頌安邨店 26777018 馬鞍山頌安邨頌安商場地下17A舖
馬鞍山 VISUAL PLUS 22546878 馬鞍山鞍駿街1號馬鞍山中心G樓A16號舖
馬鞍山 潮流天地-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 26960028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3026-3027號舖



馬鞍山 樂視眼鏡公司 26408322 馬鞍山利安邨商場低層地下112號舖
鰂魚涌 愛視美眼鏡 - 鰂魚涌康怡廣場店 25677467 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北座1樓F9B號舖
澳門 B-LOOK 28412880 澳門黑沙環馬路40號C錦繡花園地舖
澳門 玉福眼鏡 (水坑尾) 28322166 澳門水坑尾天神巷金富利大廈13號地下C
澳門 玉福眼鏡 (氹仔) 28833083 澳門氹仔大連街432號利民大廈GF樓G室
澳門 玉福眼鏡 (東望洋) 28932893 澳門東望洋街6號地下B
澳門 玉福眼鏡 (草堆街) 28353568 澳門草堆街112B號明裕大廈地下C座
澳門 玉福眼鏡 (高士德) 28525089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62號地舖
澳門 玉福眼鏡 (黑沙環) 28521572 澳門黑沙環馬路岐關新邨大丸廣場地下
澳門 盈亮眼鏡 28889812 澳門倫斯泰特大馬路346號獲多利大廈地下AS 舖
澳門 偉視眼鏡 28421908 澳門亞利鴉架街俾利喇巷4號地下D座
澳門 專業眼鏡 28355118 澳門賣草地7號
澳門 專業眼鏡(氹仔) 28335277 澳門埃武拉街花城利鴻地下S座
澳門 捷鷹眼鏡 (建華) 28452533 澳門黑沙環海邊馬路74號建華新村第六座地下D舖
澳門 捷鷹眼鏡 (看台街) 28435006 澳門看台街127號P舖地下
澳門 捷鷹眼鏡 (祐漢) 28933515 澳門祐漢新村第8街36號吉祥樓地下AA座
澳門 新潮眼鏡 (三角花園) 28471797 澳門黑沙環國際大廈三角花園34號
澳門 新潮眼鏡 (河邊新街) 66636096 澳門河邊新街88A號海天大廈地下A座
澳門 新潮眼鏡 (祐漢) 28403397 澳門祐漢新村第一街33號
澳門 新潮眼鏡 (黃金商場) 28415303 澳門祐漢新村第六街黃金商場地舖
澳門 新潮眼鏡 (廣華) 28764438 澳門黑沙環新街廣華新邨第13座地下A
澳門 新潮眼鏡 (廣福祥) 28454381 澳門黑沙環中街廣福祥花園第七座地下CU舖
澳門 繁榮眼鏡 28384872 澳門高士德大馬路87號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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