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機購 地址 電話

1 視維眼鏡坊 視維眼鏡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路67號 03-4819812

2 永啟眼鏡行 得恩堂桃園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61號 03-4881986

3 趙亮眼鏡行 趙亮眼鏡行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20號 03-4994251 

4 東京隱形眼鏡 東京隱形眼鏡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68號 03-5953247

寶島楊梅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15號 03-4816171

寶島鏡匠中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12號1樓 03-2630958

寶島桃園中正路(一)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07號 03-3384288

寶島蘆竹奉化路店 桃園市蘆竹區福興里14鄰奉化路146號 03-2634568

寶島興隆路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30號 02-29311763

寶島忠孝永春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40號1樓 02-27222940

寶島板橋埔墘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47號 02-29572728

寶島板橋三民路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50號1樓 02-29644959

寶島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50之8號1樓 02-29598903

寶島中壢大同路店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163號1－2樓 03-4250465

寶島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55號1樓 02-28228086

6 明瀚眼鏡行 明漾眼鏡行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432號 03-4518181

7 本愛眼鏡有限公司 仁愛眼鏡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111、113號 03-4224778

8 丁愛眼鏡行 仁愛眼鏡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27號 03-4702358

百事特眼鏡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240號 03-3526538

百事特眼鏡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38號 03-3343339

百事特眼鏡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323號 03-3632511

台灣Jins林口驗光所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2號3F 02-2608-3203

台灣Jins環球桃園驗光

所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8號(機場捷運A8站) 03-3273913

11 光與視驗光所 光與視眼鏡行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123號 03-3766161

采麟眼鏡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270號 03-5737366

采麟眼鏡竹東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10號 03-5110977

14 永光鐘錶眼鏡行 永光鐘錶眼鏡行 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239號 03-5921574

15 湖口眼鏡行 湖口眼鏡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18號 03-5998239

16 大光明眼鏡有限公司 大光明眼鏡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29號 02-2331-6238

17 誠祥眼鏡 誠祥眼鏡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118號1樓 02-2659-9097

18 富視驗光所 富視驗光所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99號 02-28323780

19 聯華鐘錶眼鏡行 聯華鐘錶眼鏡行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06號 02-29626688

20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太平洋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11號(中壢SOGO旁) 0928-448-017

21 榮總驗光所 蘆洲榮總眼鏡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5號 02-22819811

22 友明眼鏡行 明驗光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50號 02-26712221

23 樂見眼鏡驗光所 樂見眼鏡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365號 03-5121213

24 中壢微風驗光所 微風眼鏡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83號 03-4229661

25 大陸眼鏡新莊驗光所 大陸眼鏡-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95號 02-22019939

26 速配眼鏡 速配驗光所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56號 03-3368559

27 護視驗光所 惠康眼鏡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155號 03-4691387

28 俊愛眼鏡行 仁愛-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86號 02-22019900

29 明愛眼鏡行 仁愛-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89號 03-3623318

30 仁愛-清華店 仁愛眼鏡清華店 新竹市東區建功路4號 03-5165815

31 藝愛眼鏡有限公司 仁愛-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1段135巷2號 02-29265008

10 台灣睛姿股份有限公司

13 采麟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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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百視特隱形眼鏡公司



實習機購 地址 電話

1 三軍總醫院 三軍總醫院內湖分院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25號 02 8792 3311

2 亞東紀念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21號 02-89667000

3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442巷25號 03-5326151

4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醫院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一段199號 03-5580558

5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 台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04-37061668

6 耕莘醫院 耕莘醫院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362號 02-22193391

7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號 05-3621000#2580

8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1號 02-29307930

9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 03-328-1200

10 聯新國際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77號 03-4941234

11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492號 03-3699721

12 國軍桃園總醫院 國軍桃園總醫院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168號 03-4799595

13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690號 03-6889595

14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678號 03-5278999

15 光與自然博士眼科診所 光與自然博士眼科診所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105號 03-3639950

16 光與自然親子眼科診所 光與自然親子眼科診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02-5號2F 03-3586883

17 晶亮眼科診所 晶亮眼科診所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166號 03-5730688

18 立安眼科診所 立安眼科診所 中壢市中華路一段302號 03-453-5001

19 中和里安眼科診所 中和里安眼科診所 新北市 - 中和區 員山路271-1號 02-32347111

20 麗明眼科診所 高鐵院區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16號 03-6675018

21 麗明眼科診所 經國院區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二段539號 03-5255185

22 聚英眼科診所 龜山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64號2樓 03-3283828

23 聚英視光眼科診所 民權院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56號 02-25025091

24 聚英視光眼科診所 大安院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2號3樓之1 02-33225757

25 板橋諾貝爾眼科診所 板橋諾貝爾眼科診所 新北市板橋市中山路一段2號2樓之1 02-29633456

26 台北諾貝爾眼科診所 台北諾貝爾眼科診所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3號5樓 02-23705666

27 敦南諾貝爾眼科診所 敦南諾貝爾眼科診所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16號3樓 02-27400960

28 南港諾貝爾眼科診所 南港諾貝爾眼科診所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五段980號 02-77097388

29 桃園諾貝爾眼科診所 桃園諾貝爾眼科診所 桃園市大興西路一段323號 03-3397222

30 甲東眼科診所 甲東眼科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12號 02-26712550

31 里安眼科診所 里安眼科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85號 03-4270657

32 雙眼明診所 雙眼明診所 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31號 03-4225056

33 晴美眼科診所 晴美眼科診所 新北市三峽區大德路266號 02-26719100

實習機構-醫療機構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bjlIYMm_B_2Vr7wPw8W5cA&q=%E7%AB%B9%E5%8C%97%E4%B8%AD%E5%9C%8B%E9%86%AB%E8%97%A5%E5%A4%A7%E5%AD%B8&oq=%E7%AB%B9%E5%8C%97%E4%B8%AD%E5%9C%8B%E9%86%AB%E8%97%A5%E5%A4%A7%E5%AD%B8&gs_lcp=Cgdnd3Mtd2l6EAMyAggAMgIIAD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MgIIADICCAAyAggAOgcIABBHELADOgQIABAeOgYIABAHEB46CAgAEAgQBxAeUOQaWL8lYOooaAFwAngAgAEwiAGtAZIBATSYAQCgAQGqAQdnd3Mtd2l6yAEIwAEB&sclient=gws-wiz&ved=0ahUKEwjJrsLy4KTvAhX9yosBHcNiDg4Q4dUDCA0&uact=5

	工作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