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 商圈名稱 店家名稱 店家地址

85度C基隆孝一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26號

宏岳國際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1號地下一樓

狸小路燒肉館 基隆市仁愛區愛五路34號2樓

雞郎隊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8號

仁愛眼鏡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87號

義二路形象商圈 85度C基隆義二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號

大武崙商圈 85度C基隆長庚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26號

萬芳醫院捷運站周邊 85℃萬芳醫院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23-3號

鬍鬚張北投光明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0號

85度C北投中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35號

85℃南港展覽館店 台北市南港區新民路58號1樓

名留剪燙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8之2號2樓

85℃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6號

旬印 Anemos Cafe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11-1號一樓

條通商圈 健康橘子工坊-林森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2號

重南書街商圈 智能互動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83號6樓

85度C台北長安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5號

勤亞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47號8樓之1

南陽商圈 仁愛眼鏡許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30號

蜂鳥食堂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號4樓之2

珍妃咖啡坊-復興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231巷9號

票口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7號17樓

urban prefer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50巷2號13F-5

COBINHOOD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39樓

哈拉93車坊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3巷93號

仁愛眼鏡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92號

新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25號8樓

一見購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03號3樓

Daydreamer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13樓

肌聆妍究苑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7巷7弄3號1樓

SOMETHING ME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05巷26弄6號

本心旅行社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27號7樓

鬍鬚張台北承德店 台北市承德路四段66號

85度C士林劍潭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1號

鬍鬚張台北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1號

85度C台北莊敬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16號

85度C台北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1號

85度C台北漢口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4-35號

TAIWANIZE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08號10樓之1

仁愛眼鏡西門町店 台北市萬華區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65號

85℃台北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1號

TWBJJ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2-3號B1

鬍鬚張台北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25號

仁愛眼鏡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62號1樓

鬍鬚張台北東門店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8號

黑禮帽西服工作室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1巷29號1樓

吉林路美食

石牌捷運(商圈)

永康商圈

                                 商圈活動合作商家

環港商圈

新北投溫泉(商圈)

晶華酒店、欣欣百貨周邊

基隆

台北

後車站商圈

南京復興捷運站周邊

信義計畫區百貨

東湖哈拉影城周邊

吳興街商圈

東區(商圈)

承德路中古汽車商圈

西門町商圈



蜜子咖啡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24巷1弄7號1樓

皇嘉物業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474號10樓

phootime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10號11樓

85℃台北光復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67號

禾禾廚房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40號

四平陽光商圈 GoldenSpace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5號11樓

鬍鬚張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1號

85度C天母德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41號

茶韻普洱茶事業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0-10號

吃書人文字創意工作室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54巷23弄1號

一事製菓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30巷33-1號

熊 cafe X 輪轉單車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9巷5號

鄉香美式墨西哥西餐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8號

內湖量販店區 台灣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96號3樓

五分埔商圈 85度C台北永吉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69號

中華路影音商圈 鬍鬚張台北南門店 台北市延平南路161號

新純香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05巷13之1號1樓

微風商務旅館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7巷17-3號1-5樓

蛋奶樹蔬食專賣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33巷26號

85℃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 中山區 錦州街28之8號

85℃復興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408號

85℃台北榮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8號

ParaderShop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426巷1弄9號1樓

安琪廚房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36號4樓

啡茶不可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94巷29號1樓

85度C台北民族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55號

芮塔美麗星期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12號

大直商圈 鬍鬚張大直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1號

深坑老街商圈 寶桂的店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14號

QP Café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52號

迦南精緻美食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橘圓貓渡假樂園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9之3號2樓

仁愛眼鏡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8號

烏來商圈 烏來大飯店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8號

林口建成商圈 亞美淇入式烘焙坊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51號

鬍鬚張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49號

85度C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6號

85度C板橋重慶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18號

85度C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6號

福璟直火珈琲豆專賣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1號

EZWO易窩蜂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72號6樓

里約歐義廚房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5號2樓

仁愛眼鏡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07號

仁愛眼鏡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號

坪林商圈 坪林永成號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里坪林街51號

八里商圈 峇里水灣餐廳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39號

圖漾2YUM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221號

85℃桃園經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里南平路100號

MRCHEN 陳氏工藝 桃園市桃園區藝文一街86-7號10樓

鬍鬚張桃園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97號

85度C龍潭中正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26號

85度C龍潭北龍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48號

新北

桃園

龍潭商圈(龍元宮商圈)

中山國中捷運站周邊

大龍峒商圈

淡水老街商圈

板橋府中商圈

藝文商圈

中山捷運站周邊

永春捷運站周邊

台北

民生社區周邊

天母商圈



龍潭商圈 仁愛眼鏡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27號

魅力金三角商圈 85度C中壢龍岡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57號

博愛商圈 仁愛眼鏡桃三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80號

捷運A8站商圈 灰熊好丼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9號1樓

鬍鬚張桃園武陵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058號

鬍鬚張藝文特區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901號

85度C桃園中華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83號

85度C桃園北興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25號

85度C桃園中山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04號

85度C桃園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65號

六和商圈 85℃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223號及元化路二段4號1樓

夏湘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二街46號

仁愛眼鏡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43號

85度C中壢中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517號1樓

仁愛眼鏡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89號

85度C桃園八德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96號

仁愛眼鏡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46號

85℃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39號1樓

先達通訊精選手機館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99號

仁愛眼鏡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1號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商圈85℃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76號

苗栗縣竹南商圈 85℃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72號

85℃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里中正路905號

85℃苗栗府東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東路91號

85℃三義中正店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24號

尚順廣場商店街 85℃頭份中央店 苗栗縣頭份市 蟠桃里6鄰中央路400號1樓

逢甲商圈 仁愛眼鏡新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里福星路332號

東勢形象商圈 85度C台中東勢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334號

85℃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54號

仁愛眼鏡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00-1號

大隆路商圈 仁愛眼鏡東興店 台中市西區公平里東興路三段284號1樓

仁愛眼鏡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71號

仁愛眼鏡大里慶昇店 台中市大里區內新里中興路二段488號1樓

大坑商圈 智動3C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里橫坑巷27-41號

85℃彰化自強店 彰化縣彰化市新興里自強路27號1F

85℃彰化金馬店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3段784號1樓

85℃彰化彰基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旭光路331號1樓

85℃彰化中民店 彰化縣彰化市文化里中民街93號1樓

85℃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大竹里彰南路2段199號

仁愛眼鏡彰化一店 彰化市民族路473號

仁愛眼鏡彰化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里三民路241號1樓

85℃溪湖平和店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街153號

仁愛眼鏡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化縣溪湖鎮

光平里彰水路3段400號1樓

85℃鹿港鹿和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23.525號

85℃彰濱秀傳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85度C鹿港中正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299號

85度C鹿港民族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53號

仁愛眼鏡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28號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溪湖鎮商業街區

鹿港鎮商業街區

鹿港廟口商圈

東門形象商圈

苗栗市市政中心商圈

昌平皮鞋商圈

大里中興商圈

彰化市商業街區

桃園站前商圈

中原商圈

中平商圈

八德觀光商圈



埔心鄉商業街區 85℃彰化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一段296號1F

85℃員林萬年店 彰化縣員林鎮新興街22號

85℃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一段205號

85℃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義里惠明街268號1樓

象王製香廠 彰化縣員林鎮成功東路293號

仁愛眼鏡新生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新生路261號

花壇鄉商業街區 85℃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中山路1段373號1樓

芬園鄉商業街區 85℃彰化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竹林村彰南路四段449號1樓

社頭鄉商業街區 85℃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清水岩路400號

85℃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20號

85℃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仁愛里鹿和路6段289號1樓

仁愛眼鏡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美寮路二段715號

秀水鄉商業街區 85℃彰化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彰水路一段117號

伸港鄉商業街區 85℃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419號

田尾商圈 Ciao購物網 彰化縣田尾鄉正義村光復路3段167巷90號

田中鎮商業街區 85℃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斗中路一段106號

永樂商圈 85℃彰化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3段220號1樓

永靖鄉商業街區 85℃彰化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港西村中山路一段805號

打石巷商圈 仁愛眼鏡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16號

北門商圈 85度C員林靜修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57號

85℃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里中華路123號

仁愛眼鏡北斗二店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259號1樓

85度C彰化中正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79號

85℃彰化和平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華里和平路30號1樓

大埔商圈 85度C彰化大埔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401號

二林鎮商業街區 85℃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南光里大成路1段537號1樓

85度C集集站前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80號

JijiBanana集元果觀光工廠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大坪巷38號

85度C草屯虎山 南投縣草屯鎮新厝里虎山路652號

85度C草屯中山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9-1號

仁愛眼鏡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21號

85度C埔里中山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24號1樓

85度C埔里中正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275-2號

竹山商圈 85度C南投竹山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1-9號

日月潭商圈 85℃日月潭水社店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32號

85度C雲林虎尾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30號1.2樓

85度C虎尾揚子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33號及435號1樓
雲林縣西螺鎮

延平老街商圈
85度C西螺中山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9-1號

雲林縣北港鎮

形象商圈
85度C雲林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129號

雲林縣斗南鎮

形象商圈
85度C斗南延平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536號

85度C斗六西平 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西平路187號

85度C斗六民生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26號

遠東眼鏡行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斗六市維里太平路111號

仁愛眼鏡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36號

仁愛眼鏡虎尾三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64號

西螺鎮延平老街 仁愛眼鏡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中山路160號

北港鎮形象商圈 仁愛眼鏡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82號

斗六鎮形象商圈 仁愛眼鏡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158號

彰化

南投

雲林

雲林縣虎尾鎮

魅力商圈

雲林縣斗六市

太平大街商圈

虎尾鎮魅力商圈

北斗鎮商業街區

小西商圈

集集商圈

草屯鎮形象商圈

埔里鎮形象商圈

員林市商業街區

和美鎮商業街區



仁愛眼鏡斗六一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201號

仁愛眼鏡斗六三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109號

仁愛眼鏡中山店 嘉義市中山路424號

仁愛眼鏡中山99.9店 嘉義市中山路430號

仁愛眼鏡吳鳳店 嘉義市吳鳳南路635-1號

仁愛眼鏡民生店 嘉義市民生北路81號

仁愛眼鏡新民店 嘉義市仁愛路1號

85度C嘉義新生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21號

85度C嘉義民族 嘉義市東區光華路2號

85度C嘉義彌陀 嘉義市東區短竹里彌陀路120號1樓

源發號手工醬油 嘉義市嘉義市新生路735號

85度C嘉義中山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11號

85度C嘉義友愛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46號

85度C嘉義站前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78-1號1樓

85度C嘉義興業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268號

雙成和晴雨傘 嘉義市西區嘉義市西區大溪路98號之1

宏嘉機車行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229號

芬芳園 嘉義市八德路51號

阿里山雲悅國際有限公司 嘉義市中興路252號

鮮吃飽文創 嘉義市竹圍路110號

仁愛眼鏡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番社里中山路422之1號一樓

85度C新港奉天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85-5號1樓

馨心茶工坊 嘉義縣新港鄉大興路66號

德旺商旅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43號

四季春紅社企有限公司 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49-1號

85度C新營民權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71號

溫沙堡汽車旅館新營館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93巷40號

仁愛眼鏡新營二店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36號

仁愛眼鏡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38號

新化商圈 仁愛眼鏡新化店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15號

85度C善化中山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17號

輕鬆購(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台南市善化區民權路315號

仁愛眼鏡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437號1樓

85℃麻豆中華店 台南市麻豆區穀興里中華街16號１樓

仁愛眼鏡麻豆店 台南市麻豆區保安里興中路111號

希望原創飾品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48號

阿蔗赤崁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73號

PS國際沙龍-21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76-9號

PS國際沙龍-15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97號

85度C台南佳里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12號

仁愛眼鏡新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67號

菇雞義大利麵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35-28號

X Dining 艾克斯義式餐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8號

PS國際沙龍-63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9號2樓

仁愛眼鏡北門店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82號

仁愛眼鏡新東寧仁愛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17號

85度C台南華平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07號1樓

仁愛眼鏡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51號

白河商圈 85℃台南白河店 台南市白河區中山路1之25號

三星商圈 8818比薩屋-健康店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182號

雲林

嘉義

台南

善化商圈

麻豆商圈

站前商圈

佳里商圈

成大商圈

嘉義市文化促進商圈

(東區)

嘉義市文化促進商圈

(西區)

新港魅力商圈

新營商圈

安平商圈

斗六市太平大街商圈

嘉義市特色商圈



旗山老街 金寶珍銀樓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3號

新堀江商圈 仁愛眼鏡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3號

長明街商圈 哈客資訊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90號

中央公園商圈 你好雞排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54號

勝利商圈 行家五金百貨行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630號

逢甲商圈 仁愛眼鏡屏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逢甲路58號

琉球商圈 85度C屏東小琉球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民生路63號

85℃屏東仁愛店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88號

行家五金百貨行-中正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622.626號

85度C屏東恆春 屏東縣恆春鎮西門路107-2號

墾丁-瑪雅之家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330-6號

蘇澳商圈 85度C宜蘭蘇澳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17號

85℃羅東南門店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里南門路15號

85℃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38號1樓

85℃羅東站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78號1樓

85℃宜蘭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78號|

仁愛眼鏡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95號

神農商圈 85度C宜蘭新月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二段113號

東門夜市商圈 85度C宜蘭站前 宜蘭縣宜蘭市康樂路2號

85℃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一段760號

Todo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南興村冬山路108號一樓

花蓮市舊鐵道景觀商圈 仁愛眼鏡花蓮一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90號

85度C花蓮和平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460號

85度C花蓮林森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12號

百年傳奇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79號

黔香.貴州美食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32之1號

WM.打皂房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62-1號

洄瀾薯道一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1號

鳳梨灣三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41號

花蓮縣餅-中華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號

杜倫先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3號

洄瀾薯道二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84之1號1樓

G9分子冰淇淋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85號

金蛋媽媽手工坊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17號

前山手工牛軋糖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2號

仁愛眼鏡花蓮二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432號

85度C花蓮中山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51號

85度C花蓮中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82之3號

鳳梨灣一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69號

僑依斯服飾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23號1樓

靚hó吃花生好事就發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143巷1號

甘丹商行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24號

柏科Fix Level 3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72之2號

台東 大台東商圈 85度C台東更生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735號

澎湖縣商業聚集區 澎湖伯伴手禮坊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02號

中央老街商圈 望安CAFE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2號
2019/10/31更新

屏東縣恆春鎮

墾丁形象商圈

羅東商圈

冬山老街商圈

花蓮

澎湖

花蓮市明義商圈

花蓮市形象商圈

百年老街商圈

屏東

宜蘭

高雄

家樂福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