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      地址 公司名稱 姓名 電話

上環 皇后大道中305號永業中心B4地舖 優越眼科視光中心 關國輝 2854 1628

太古城 太古城道18號太古城中心406室 聯邦眼鏡公司 陳文良 2567 7308

干諾道中34-37號華懋大廈1404室 瞳盟護眼中心 沙啟邦 3568 4656

皇后大道中33號萬邦行1006室 辛張淑媛視光師 周文潔 2525 1733

關慧萍

苗延泰

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1002室 胡氏眼科視光診所 陳敏琪 2523 1883

皇后大道中70號連卡佛大廈1010室 劉振勃眼科視光師 劉振勃 2522 3244

德己立街1至13號世紀廣場1602A室 胡楚南眼科視光中心 胡楚南 2388 6002

德輔道中10號東亞銀行大廈大堂層4A舖 海洋眼鏡(香港)有限公司 蔡志强 2868 5670

英皇道255號國都廣場2樓213舖 優目護眼有限公司 施尚杭 3157 1168

英皇道560號健威坊地下上層U33舖 視光師驗眼中心 尹啓俊 2412 7011

渣華道128號渣華商業中心1205A室 新光學眼鏡有限公司 梁衛星 2565 0784

石塘咀山道2號B地下 健生眼鏡公司 蕭勝偉 2819 7154

卑路乍街6-6G號新城大樓地下7號鋪 視光師驗眼中心 鄧耀邦 2377 1798

堅尼地城吉席街65號嘉安大廈地下B舖 健生眼鏡公司 蕭勝偉 2817 6997

香港仔 黃竹坑香葉道2 號6樓615室
South side Family Health Centre-                               
Vision One Eyecare Limited

蔡雪雲 2592 9000

筲箕灣 工廠街28號德福樓地下9號 加林眼鏡驗配中心 李柏林 2569 2008

怡和街28號恒生銅鑼灣大廈11樓Ａ室 保視專業驗眼中心有限公司 黃玉和 2808 2898

禮頓道21-23號均峰商業大廈七樓A室 睛點有限公司 蕭志忠 2382 5519

禮頓道77號禮頓中心1506室 香港視覺護眼中心 吳耀輝 2153 0008

皇后大道東156-164號安興大廈1樓B室 著目眼鏡 何學賢 2808 0852

軒尼詩道253-261號依時商業大厦6樓602室 卓越驗眼中心  劉小華 2519 7127

軒尼詩道288號英皇集團中心903室 新視光學師驗眼中心 林仲榮 2574 2699

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712室 O-PS 視光中心 許佩珍 2156 0311

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712室 視覺護理中心 郭偉華 2530 2789

軒尼詩道302-308號集成中心1205室 胡慧玲眼科視光師 易穎恩 2803 5657

莊士敦道120號宜興大廈22字樓 家庭眼科視光中心有限公司 龍春懿 2107 4187

莊士敦道128號台山中心10樓A室 皇后眼鏡 葉笑麗 2591 6541

灣仔道160號地下A舖 愛視專業視光中心 陳智恆 2833 6961

太子 彌敦道750號始創中心1107室 香港驗眼中心 魏明智 2396 9356

加連威老道2-6號愛賓商業大廈902室 譚光正眼科視光中心 譚光正 2314 8072

蘇嬋珠

鍾展威 

金馬倫道23-25A號金馬倫廣場6樓F室 護眼意識有限公司 冼永康 2304 5759

 香 港 執 業 眼 科 視 光 師 協 會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Private Practice Optometrists

 TST PO Box 98556  Tel: 23333386  Website: www.hkappo.org.hk

北角

西環

銅鑼灣

九   龍

「綜合眼科視光檢查」執業名錄

香   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1002室 Central Eye Care Limited 2157 2778

灣仔

尖沙咀 北京道57號國都大廈13字樓1304室                              龍珠專業眼鏡店 2739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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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 4 樓 8 室 明視光學眼鏡中心 陳慧明 2770 5688

彌敦道238號11樓1111室 明心護眼中心 徐芸生 3104 1283

彌敦道301-309號嘉賓商業大廈1404室 視力意念護眼中心 陳偉洲 3523 0298

亞皆老街98號地下3號舖 護視專業驗眼中心 吳志強 2768 7711

彌敦道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918室 視光師驗眼中心有限公司 詹振邦 2771 2868

彌敦道610號荷李活商業中心1722室 視力保健(黃禮賢)驗眼中心 黃禮賢 2877 9811

彌敦道625號雅蘭中心2期1301-2室 健視專業視光中心有限公司 陳翠華 2782 6722

彌敦道655號胡社生行1211室 昕目護眼中心有限公司 李翠趣 3590 3138

彌敦道655號胡社生行1505室 印氏專業視光中心 印秀娥 2393 2763

彌敦道677號恆生旺角大厦1302室 鍾權君眼科視力中心 鍾權君 2398 1785

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1311室 視力中心(香港)有限公司 范紹強 2396 6629

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1625-26室 視域眼科保健中心 施政恩 2396 7133

彌敦道688號旺角中心第一期1815室 視恩專業驗眼中心 文秀嫺 2391 6015

登打士街56號柏裕商業中心1302室 視力中心(香港)有限公司 范紹強 2385 6068

彌敦道555號九龍行12樓1204室 視力促進中心有限公司 湛致歡 2302 1898

彌敦道335號高怡醫務中心11樓 焯視驗眼中心 鄭偉澤 2388 8881

藍田 匯景廣場L5樓134號舖 視覺護理中心 招成康 2772 1330

觀塘 麗港城一期商場地下37-37A號舖 鄭偉雄眼科視光師 鄭偉雄 2772 1223

大埔 寶湖商場2樓217C室 陳國潮眼科視光中心 陳國潮 2638 3763

屯利街2號新都商場307室 新都護眼 李一婷 2441 7603

屯喜路2號屯門柏麗廣場1818室 瞳心護眼眼科視光中心 黃震漢 23601119

屯門鄉事會路康麗花園商場地下43號舖 活視專業視光中心 黃施均 2459 8086

元朗 敎育路1號元朗千色匯地下 49 號舖 新都護眼 李一婷 2351 9500

馬鞍山廣場3樓332B號舖 瞳心護眼(馬鞍山)視光中心有限公司 黃震漢 28166639

瀝源邨瀝源廣場101號舖 精妍視光中心有限公司 陳南英 2692 3110

粉嶺 粉嶺中心購物商場地下135-136室 現代眼鏡 戴兆鵬 2677 6602

大河道100號海之戀商場1樓1054舖 目匠眼科有限公司 周瑩瑩 3168 8038

大河道100號海之戀商場2樓2018舖 卓譽家庭護眼 黄祉勤 3168 6318

西樓角路1-17號新領域廣場9樓10室     兒童護眼中心  成人漸進鏡中心 陳罡 2404 6618

青山道268-298號南豐中心7字樓718室 香港視光師中心  朱賢民 2417 3600

青山道268-298號南豐中心12字樓1228室 視力驗眼中心 何水生 2414 2356

青山道268-298號南豐中心21字樓2103K室 健視(荃灣)視光中心有限公司 劉國珍 2490 1228

德士古道36-60號荃薈商埸一樓F202號舗 真晰視力 莊永樂 6196 8002

黃大仙 鑽石山龍蟠街3號荷李活廣場120廣場 視光師驗眼中心 羅建聰 2808 1868

將軍澳 新都城第一期商場地下G63舖 視光師驗眼中心有限公司 黃錦泉 2704 5699

葵涌 葵涌廣場2字樓C49 精亮專業視光中心 陸偉源 2485 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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