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獸醫院名稱 電話 地址

祐康獸醫院 02-22581755 板橋區文化路1段140號1樓

板新動物醫院 02-29695866 板橋區中正路332-11號1樓

隆安動物醫院 02-89533055 板橋區忠孝路79號

聖博獸醫院 02-29570958 板橋區重慶路299號1樓

嘉棋動物醫院 02-89662551 板橋區四川路2段115號

富安家畜醫院 02-22513076 板橋區文化路2段335號

維安動物醫院 02-22563107 板橋區四維路174-3號

台安動物醫院 02-29622560 板橋區三民路2段204-2號

中信動物醫院 02-29573534 板橋區重慶路194號

中心動物醫院 02-22583540 板橋區新海路30號

尚德動物醫院 02-29650238 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9號

躍生動物醫院 02-89681075 板橋區民權路258-2號1樓

佳安動物醫院 02-29511301 板橋區四川路1段234號

雙十動物醫院 02-22502000 板橋區雙十路2段4號

五洲獸醫院
02-29687110

02-29671503
板橋區民權路250號

台大動物醫院 02-22580809 板橋區文化路2段11號

仁愛動物醫院 02-29594455 板橋區民族路179號

旺旺動物醫院 02-29524991 板橋區中山路2段181號

金妞妞動物醫院 02-29698780 板橋區民權路232號

亞麥動物醫院 02-22724481 板橋區國光路77號1樓

牧村動物醫院 02-89511172 板橋區民生路2段50號1樓

台大文仁動物醫院 02-26833122 板橋區篤行路三段64號1樓

紐約紐約動物醫院 02-22501636 板橋區文化路2段139號1樓

沐愛動物醫院 02-29602233 板橋區國光路166號

惠明獸醫院 02-26431768 汐止區大同路2段434號

宏昕動物醫院 02-26923288 汐止區明峰街129-1號1樓

嘉德動物醫院 02-26934809 汐止區福德一路206巷1號1樓

國泰動物醫院 02-26480866 汐止區大同路2段284號

貝斯特動物醫院 02-86923655 汐止區新台五路2段28號

尚虹動物醫院 02-86934743 汐止區康寧街455號1樓

眾新動物醫院 02-26431960 汐止區新興路4號1樓

新北動物醫院 02-26487669 汐止區大同路2段456號

智遇動物醫院 02-26955119 汐止區明峰街39號1樓、B1

猩猩狐狸動物醫院 02-86462773 汐止區仁愛路319號

深坑動物醫院 02-26643865 深坑區北深路2段82號

愛馨動物醫院 02-24978928 瑞芳區一坑路3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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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安獸醫院
02-29162020

02-29156483
新店區北新路3段146號

中友犬貓專科醫院 02-29153597 新店區中正路19號

安新動物醫院 02-86665598 新店區安康路2段4號1、2樓

永康動物醫院 02-29127025 新店區北新路1段171號

來安動物醫院 02-22118890 新店區安康路2段115之1號1樓

高登動物醫院 02-29173512 新店區三民路106號

康和動物醫院 02-29181850 新店區中正路429號1樓

惠安犬貓醫院 02-29142518 新店區北新路2段94號

誠恩動物醫院 02-29101354 新店區民族路32號

康爾維動物醫院 02-86669595 新店區安康路2段308號

喬伊寵物醫院 02-29116955 新店區中興里檳榔路9號

耕莘動物醫院 02-29100995 新店區光明街157號1樓

愛達司動物醫院 02-89147888 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61號

永和獸醫院 02-29229450 永和區永和路2段336號1.2樓

中山家畜醫院 02-29241658 永和區中山路1段29號

崇恩動物醫院 02-22312531 永和區永利路95號

延吉動物醫院 02-29201883 永和區永貞路82號

慶生動物醫院
02-29231301

02-29231302
永和區得和路261號

泰安動物醫院
02-86608932

02-28287877
永和區永貞路83號1樓

雙和動物醫院 02-29466633 永和區中正路196號

成蹊動物醫院 02-86608594 永和區中正路474號1樓

錫安動物醫院 02-89255009 永和區竹林路19號1樓

同伴動物醫院 02-29295098 永和區福和路316-1號

晶華動物醫院
02-29439452

02-29430349
永和區中正路185號2F

樂活動物醫院 02-29225805 永和區中興街107號

全國動物醫院永和分院 02-89231148 永和區永貞路175號

上和動物醫院 02-89218859 永和區福和路75號

向陽動物醫院 02-29432755 永和區民權路7號1樓

寵愛家畜醫院 02-22214527 中和區連城路409號

承大動物醫院 02-22239440 中和區連城路563-1號

亞東動物醫院 02-22218515 中和區中正路639號1樓

康寶動物醫院 02-22455686 中和區中興街130號1樓

協和獸醫院 02-29401781 中和區景平路167號1樓

景新動物醫院 02-29475505 中和區景新街473號1樓

仁心動物醫院 02-22408865 中和區南華路60號



左岸動物醫院 02-82453639 中和區福祥路129號

五信動物醫院 02-22218798 中和區連城路358號1樓

福林動物醫院 02-29218867 中和區中安街230號1、2樓

員山動物醫院 02-22234519 中和區中山路2段577號

中日動物醫院 02-22263639 中和區中山路3段2號

全國動物醫院環球分院 02-77312991 中和區中山路3段122號1樓

名星動物醫院 02-22451691 中和區景平路591號1樓

來來動物醫院 02-89539739 中和區德光路29號

尚格動物醫院 02-29489666 中和區安平路200-1號

上品動物醫院
02-22455852

02-22455853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167號1樓

明佳動物醫院 02-29433709 中和區宜安路125號

杏運草動物醫院 02-22436963 中和區景平路489號1樓

南勢角動物醫院 02-86689920 中和區捷運路20號1樓

山群動物醫院 02-22611148 土城區金城路3段135號

佳生動物醫院 02-22700825 土城區青雲路37-2號

大慶獸醫院 02-22661075 土城區中華路1段22號1樓

慈濟動物醫院 02-22612260 土城區學成路100號1樓

全家動物醫院 02-22661143 土城區中央路1段63號1樓

可麗兒動物醫院 02-22606861 土城區中央路2段20之1號1樓

禾米動物醫院 02-22611212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73號

馨田動物醫院 02-22607789 土城區金城路二段388號

安星動物醫院 02-82621687 土城區中央路二段8號

大曜動物醫院 02-82602323 土城區學成路46號1樓

三峽奇緣動物醫院 02-26716119 三峽區中園街126之23號

北大奇緣動物醫院 02-86726119 三峽區民生街2-2號

山佳動物醫院 02-26687542 樹林區中山路3段77號

五星獸醫院 02-26833959 樹林區保安街1段96號

永發獸醫院 02-26835698 樹林區樹新路35號

慈輝動物醫院 02-26811198 樹林區鎮前街144號

展鵬獸醫院 02-26880439 樹林區中正路757號

家德動物醫院 02-26811860 樹林區文化街100號

馥御動物醫院 02-26811324 樹林區中山路1段201號1樓

愛欣動物醫院 02-26875556 樹林區樹德街5號1樓

藍世界動物醫院-樹林分院 02-26765787 樹林區中正路506號

昇昇動物醫院 02-89702975 樹林區大雅路370號

鶯歌獸醫院 02-26782718 鶯歌區文化路383號

鶯歌奇緣動物醫院 02-26792243 鶯歌區光明街24號

藍世界動物醫院-鶯歌分院 02-86777408 鶯歌區鶯桃路496號



正新動物醫院 02-29881808 三重區重新路3段87號1樓

嘉興動物醫院 02-29860239 三重區忠孝路1段24號

翰林獸醫院 02-29890089 三重區三民街130號

宏昇家畜醫院 02-29838983 三重區正義北路307號1、2樓

吉立動物醫院 02-29846306 三重區中正北路10號1樓

迦勒動物醫院 02-29747741 三重區中正南路114號1樓

茂生獸醫院 02-29757666 三重區重新路1段62號

佳佳獸醫院 02-29719531 三重區重陽路1段20巷4號1樓

來旺旺動物醫院 02-22874710 三重區三和路4段266號1樓

三和動物醫院 02-22803059 三重區三和路4段215巷13號

民生動物醫院 02-29808154 三重區正義北路296號1樓

愛生動物醫院 02-29804982 三重區自強路4段107號

重安動物醫院 02-29899503 三重區三和路3段20號

自強動物醫院 02-89858011 三重區自強路4段79號

青青動物醫院 02-29835687 三重區重新路3段31-3號1樓

集賢愛生動物醫院 02-82875849 三重區集賢路42號

毛孩子動物醫院 02-29774887 三重區福德北路71號

德欣動物醫院 02-29738657 三重區信義街4號

杏福獸醫院 02-22779099 新莊區幸福路73號

新泰動物醫院 02-22769427 新莊區新泰路402號1樓

杰輝家畜醫院 02-22012881 新莊區西盛街159號

安安動物醫院 02-29013230 新莊區雙鳳路105號1樓

建安動物醫院 02-82016943 新莊區建安街105號

愛友家畜醫院 02-22013218 新莊區中正路427-2號

多多動物醫院 02-29044415 新莊區中正路783號

宏明動物醫院 02-29988577 新莊區中港路398號

山盟動物醫院 02-22775160 新莊區復興路2段90號1樓

佳護動物醫院 02-89917815 新莊區福壽街212號

牧平動物醫院 02-89927273 新莊區公園路122號1樓

聖安動物醫院 02-22776711 新莊區中港路256號

永吉家畜醫院 02-29944940 新莊區新泰路158號

丘原動物醫院 02-29934631 新莊區公園路160號1樓

銘德動物醫院 02-22043333 新莊區後港一路14號

護生動物醫院 02-29972812 新莊區中和街93號

快樂動物醫院 02-29088772 新莊區福營路242號

祐全動物醫院 02-29975827 新莊區幸福路795號

新莊太僕動物醫院 02-29089070 新莊區中正路853號

守護動物醫院 02-29047859 新莊區中正路891-32號

泰林動物醫院 02-29090833 泰山區泰林路2段204號



藍世界動物醫院-泰山分院 02-29098139 泰山區新北大道五段236號

台大開心動物醫院 02-22965821 泰山區明志路1段317號

佳林動物醫院
02-26016598

02-26014638
林口區西林村竹林路60號

寶護動物醫院 02-86012219 林口區中山路281號1樓

麗園動物醫院 02-26000989#82 林口區文化1路1段119號

圓霖動物醫院 02-26081606 林口區忠孝路383號

日祥動物醫院 02-26011780 林口區中正路380號

懷恩動物醫院 02-26082673 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88號

藍世界動物醫院-林口分院 02-86019381 林口區中山路一段62號

臺大健弘動物醫院 02-26003851 林口區民族路6號

嘉安犬貓醫院 02-28480806 蘆洲區三民路169號

家福動物醫院 02-22822332 蘆洲區光華路157號

蘆洲動物醫院 02-22859117 蘆洲區中山二路8號1樓

佑欣動物醫院 02-82831299 蘆洲區光榮路66巷1號

信安家畜醫院 02-28479181 蘆洲區中正路142號

忠正動物醫院 02-28489283 蘆洲區中正路277號

愛樺動物醫院 02-22850093 蘆洲區民族路60號

雅旺動物醫院 02-28480148 蘆洲區民族路522號

增安動物醫院 02-82850255 蘆洲區中山一路169號

伊娃動物醫院 02-22850288 蘆洲區永平街32巷12弄18號

欣欣動物醫院
02-22825058

02-82827161
蘆洲區中山一路160號

德興動物醫院 02-28480240 蘆洲區長安街62號1樓

胖皮動物醫院 02-82854848 蘆洲區復興路174號

鷺江動物醫院 02-82850115 蘆洲區中正路209號

蓮心動物醫院 02-82958237 五股區工商路40號1樓

愛寶動物醫院 02-82952268 五股區中興路4段49號

貝貝家畜醫院 02-26107234 八里區中山路2段261號3樓

麗園動物醫院-八里分院 02-86302502 八里區中山路二段421號1樓

淡水動物醫院 02-26217987 淡水區中山路159-2號1樓

上哲動物醫院 02-26225750 淡水區學府路4號

黃動物醫院
02-26297384

02-26291823
淡水區北新路31號1樓

聖愛動物醫院 02-26223824 淡水區中正東路6號

維康動物醫院 02-26283506 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190號

德艾動物醫院 02-28085190#12 淡水區民生路8號

上哲動物醫院沙崙店 02-28055534 淡水區沙崙路6號1樓

四季動物醫院 02-2809-9591 淡水區民族路33巷16-19號1樓



唯仁動物醫院 02-28082466＃29 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12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