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寵物登記簽約動物醫院名冊

編號 獸醫院名稱 負責人 電話 地址

1 雙十動物醫院 沈志明 2250-2000 板橋區雙十路2段4號

2 富安家畜醫院 楊坤富 2251-3076 板橋區文化路2段335號

3 台大動物醫院 施明志 2258-0809 板橋區文化路2段11號

4 紐約紐約動物醫院 簡柏銓 2250-1636 板橋區文化路2段139號

5 維安動物醫院 李政道 2256-3107 板橋區四維路174-3號

6 五洲獸醫院 鄭馥璇 2968-7110 板橋區民權路250號

7 金妞妞動物醫院 侯金蘭 2969-8780 板橋區民權路232號

8 躍生動物醫院 丁肇民 8968-1075 板橋區民權路258-2號

9 中心動物醫院 張肇先 2258-3540 板橋區新海路30號

10 板新動物醫院 林彥銘 2969-5866 板橋區中正路332-11號

11 亞麥動物醫院 林建群 2272-4481 板橋區國光路77號

12 沐愛動物醫院 林家佑 2960-2233 板橋區國光路166號

13 尚德動物醫院 羅章榮 2965-0238 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9號

14 中信動物醫院 林哲明 2957-3534 板橋區信義路188號

15 嘉棋動物醫院 廖家慧 8966-2551 板橋區四川路2段115號

16 佳安動物醫院 羅有論 2951-1301 板橋區四川路1段234號

17 隆安動物醫院 姚勝隆 8953-3055 板橋區忠孝路79號

18 聖博獸醫院 陳穆村 2957-0958 板橋區重慶路299號

19 仁愛動物醫院 張福台 2959-4455 板橋區民族路179號

20 曙光動物醫院 蔡長杰 2952-9000 板橋區中山路1段309號

21 旺旺動物醫院 徐淑文 2952-4991 板橋區中山路2段181號

22 台安動物醫院 周國政 2962-2560 板橋區三民路2段204-2號

23 樂喆動物醫院 蔡岱珈 2955-5781 板橋區三民路2段203-4號

24 牧村動物醫院 吳鴻儒 8951-1172 板橋區民生路2段50號

25 台大文仁動物醫院 張峰瑞 2683-3122 板橋區篤行路三段64號

26 嘉德動物醫院 盧安國 2693-4809 汐止區福德1路206巷

27 尚虹動物醫院 林佑誠 8693-4743 汐止區康寧街455號

28 宏昕動物醫院 郭志宏 2692-3288 汐止區明峰街129號之1

29 智遇動物醫院 蔡文智 2695-5119 汐止區明峰街39號

30 眾新動物醫院 盧平 2643-1960 汐止區新興路4號

31 猩猩狐狸動物醫院 吳尚諭
8646-2773

8646-2783
汐止區仁愛路319號

32 惠明獸醫院 盧銘章 2643-1768 汐止區大同路2段434號

33 新北動物醫院 林建良 2648-7669 汐止區大同路2段456號

34 貝斯特動物醫院 藍新文 8692-3655 汐止區新台五路2段28號

35 國泰動物醫院 林振泰 2648-0866 汐止區大同路2段284號

36 深坑動物醫院 張孝元 2664-3865 深坑區北深路2段82號

37 愛馨動物醫院 何丞剛 2497-8928 瑞芳區一坑路32-3號

38 福林動物醫院 葉銘松 2921-8867 中和區中安街2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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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弘安獸醫院 陳霙廷 2911-9199 新店區北新路3段146號

40 惠安犬貓醫院 陳怡君 2914-2518 新店區北新路2段94號

41 誠恩動物醫院 謝其焜 2910-1354 新店區民族路32號

42 愛達司動物醫院 陳稚文 8914-7888 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61號

43 中友犬貓專科醫院 鍾文進 2915-3597 新店區中正路19號

44 康和動物醫院 黃雪凌 2918-1850 新店區中正路429號

45 永康動物醫院 徐于忠 2912-7025 新店區北新路1段171號

46 喬伊動物醫院 楊贊育 2911-6955 新店區中興里檳榔路9號

47 新店太僕動物醫院 朱百川 8665-8580 新店區北新路1段345號

48 高登動物醫院 翁旭家 2917-3512 新店區三民路106號

49 原典動物醫院 孫全 2218-1855 新店區中央5街12號

50 來安動物醫院 黃呈超 2211-8890 新店區安康路2段115之1號

51 康爾維動物醫院 黃孟博 8666-9595 新店區安康路2段308號

52 明滙動物醫院 葉宸濂 8215-1631 新店區安祥路104-7號GF

53 錫安動物醫院 柯慧美 8925-5009 永和區竹林路19號

54 樂活動物醫院 楊博俊 2922-5805 永和區中興街107號

55 全國動物醫院永和分院 王國芬 8923-1148 永和區永貞路175號

56 永和獸醫院 劉清風 2922-9450 永和區永和路2段336號

57 中山家畜醫院 黃品翰 2924-1658 永和區中山路1段29號

58 瑪雅動物醫院 詹朝棟 8921-1948 永和區中和路325號

59 上和動物醫院 黃國維 8921-8859 永和區福和路75號

60 延吉動物醫院 陳俊傑 2920-1883 永和區永貞路82號

61 泰安動物醫院 簡子寧 2928-7877 永和區永貞路83號

62 崇恩動物醫院 顏慶芳 2231-2531 永和區永利路95號

63 向陽動物醫院 黎俊伶 2943-2755 永和區民權路7號

64 中盟動物醫院 鄭漢文 2941-0466 永和區中正路113號

65 雙和動物醫院 陳志宏 2946-6633 永和區中正路196號

66 成蹊動物醫院 黃李傳 8660-8594 永和區中正路474號

67 慶生動物醫院 曹思源 2923-1301 永和區得和路261號

68 來來動物醫院 張康銘 8953-9739 中和區德光路29號

69 全國動物醫院環球分院 許展誠 7731-2991 中和區中山路3段122號

70 中日動物醫院 王國宇 2226-3639 中和區中山路3段2號

71 員山動物醫院 李家豪 2223-4519 中和區中山路2段577號

72 承大動物醫院 馬祥勝 2223-9440 中和區連城路563-1號

73 寵愛家畜醫院 邱堅山 2221-4527 中和區連城路409號

74 五信動物醫院 陳大鈞 2221-8798 中和區連城路358號

75 亞東動物醫院 范成棟 2221-8515 中和區中正路639號

76 上品動物醫院 林上竣 2245-5853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1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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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左岸動物醫院 邱顯傑 8245-3639 中和區福祥路129號

78 名星動物醫院 張惠致 2245-1691 中和區景平路591號

79 康寶動物醫院 游秀彬 2245-5686 中和區中興街130號

80 仁心動物醫院 連永川 2240-8865 中和區南華路60號

81 杏運草動物醫院 黃玲頤 2243-6963 中和區景平路489號

82 南勢角動物醫院 謝易軒 8668-9920 中和區捷運路20號

83 真正動物醫院 彭寶瑩 2948-9666 中和區安平路200-1號

84 威安動物醫院 林沂嫻 2945-5050 中和區安平路25號

85 依努動物醫院 黃智琦 2943-6696 中和區安平路56號

86 明佳動物醫院 鄭宇光 2943-3709 中和區宜安路125號

87 景新動物醫院 胡世雄 2947-5505 中和區景新街473號

88 協和獸醫院 劉金鴻 2940-1781 中和區景平路167號

89 山群動物醫院 廖進財 2261-1148 土城區金城路3段135號

90 禾米動物醫院 李健源 2261-1212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73號

91 弘恩動物醫院 王海濤 2270-8397 土城區延平街80號

92 佳生動物醫院 張仁川 2270-0825 土城區青雲路37-2號

93 慈濟動物醫院 徐玟良 2261-2260 土城區學成路100號

94 大曜動物醫院 廖欽宏 8260-2323 土城區學成路46號

95 全家動物醫院 蔡明宏 2266-1143 土城區中央路1段63號

96 大慶獸醫院 林明順 2266-1075 土城區中華路1段22號

97 可麗兒動物醫院 吳松田 2260-6861 土城區中央路2段20之1號

98 安星動物醫院 楊彌青 8262-1687 土城區中央路2段8號

99 北大奇緣動物醫院 林顯坤 8672-6119 三峽區民生街2-2號

100 小野菊動物醫院 徐俊智 2673-2730 三峽區學府路32號

101 三峽奇緣動物醫院 徐丹尼 2671-6119 三峽區中園街126之23號1樓及126之22號

102 五星家畜醫院 鄭蘊智 2683-3959 樹林區保安街1段96號

103 慈輝動物醫院 簡宏仲 2681-1198 樹林區鎮前街144號

104 愛欣動物醫院 吳達敏 2687-5556 樹林區樹德街5號

105 馥御動物醫院 李建源 2681-1324 樹林區中山路1段201號

106 王獸醫院 王吉二 2682-2089 樹林區鎮前街97巷4號

107 永發獸醫院 陳明通 2683-5698 樹林區樹新路35號

108 家德動物醫院 蘇永順 2681-1860 樹林區文化街100號

109 昇昇動物醫院 林杏如 8970-2975 樹林區大雅路370號

110 威爾頓動物醫院 范仁聰 2680-0378 樹林區大有街35號

111 展鵬獸醫院 陳春輝 2688-0439 樹林區中正路757號

112 藍世界動物醫院樹林院 姜臺生 2676-5787 樹林區中正路506號

113 鶯歌奇緣動物醫院 曾伊徵 2679-2243 鶯歌區光明街24號

114 鶯歌獸醫院 葉一仙 2678-2718 鶯歌區文化路3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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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正新動物醫院 陳平吉 2988-1808 三重區重新路3段87號

116 吉立動物醫院 蔡宗憲 2984-6306 三重區中正北路10號

117 茂生獸醫院 張國棟 2975-7666 三重區重新路1段62號

118 迦勒動物醫院 吳沛聰 2974-7741 三重區中正南路114號

119 嘉興動物醫院 康嘉哲 2986-0239 三重區忠孝路1段24號

120 青青動物醫院 呂彥青 2983-5687 三重區重新路3段31-3號

121 民生動物醫院 章焜程 2980-8154 三重區正義北路296號

122 宏昇家畜醫院 王志朗 2983-8983 三重區正義北路307號

123 重安動物醫院 魏家梅 2989-9503 三重區三和路3段20號

124 德欣動物醫院 許俊隆 2973-8657 三重區信義街4號

125 毛孩子動物醫院 謝金偉 2977-4887 三重區福德北路71號

126 愛生動物醫院 吳宗翰 2980-4982 三重區自強路4段107號

127 自強動物醫院 張再興 8985-8011 三重區自強路4段79號

128 集賢愛生動物醫院 楊振墉 8287-5849 三重區集賢路42號

129 台大頑皮動物醫院 王譽學 2857-3578 三重區溪尾街374、376號

130 三和動物醫院 陳錦榮 2280-3059 三重區三和路4段215巷13號

131 小森林動物醫院 黃郁純 8287-2913 三重區集英路68號

132 來旺旺動物醫院 陳位全 2287-4710 三重區三和路4段266號

133 翰林獸醫院 陳宗田 2989-0089 三重區三民街130號

134 宏誠動物醫院 莊淳翔 2971-0123 三重區捷運路33號1F、2F

135 佳佳獸醫院 蕭雅玲 2971-9531 三重區重陽路1段20巷4號

136 永吉家畜醫院 李坤昇 2994-4940 新莊區新泰路158號

137 新泰動物醫院 吳俊儒 2276-9427 新莊區新泰路402號

138 牧平動物醫院 葉張平 8992-7273 新莊區公園路122號

139 丘原動物醫院 邱俊源 2901-6220 新莊區壽山路4號

140 聖安動物醫院 姚正峰 2277-6711 新莊區中港路256號

141 宏明動物醫院 王文典 2998-8577 新莊區中港路398號

142 杏福獸醫院 吳滄淙 2277-9099 新莊區幸福路73號

143 祐全動物醫院 陳翔裓 2997-5827 新莊區幸福路795號

144 護生動物醫院 陳惠傑 2997-2812 新莊區中和街93號

145 佳護動物醫院 楊永煌 8991-7815 新莊區福壽街212號

146 山盟動物醫院 翁嘉男 2277-5160 新莊區復興路2段90號

147 愛友家畜醫院 劉信念 2201-3218 新莊區中正路427-2號

148 守護動物醫院 林志豪 2904-7859 新莊區中正路891-32號

149 快樂動物醫院 林鈺倩 2908-8772 新莊區福營路242號

150 銘德動物醫院 吳銘宏 2204-3333 新莊區後港一路14號

151 建安動物醫院 蔡錕隆 8201-6943 新莊區建安街105號

152 多多動物醫院 江長全 2904-4415 新莊區中正路7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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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安安動物醫院 蔡孟達 2901-3230 新莊區雙鳳路105號

154 新莊太僕動物醫院 籃俊偉 2908-9070 新莊區中正路853號

155 杰輝家畜醫院 施斌烈 2201-2881 新莊區西盛街159號

156 榮星獸醫院 吳富彤 2205-8674 新莊區四維路4號

157 泰林動物醫院 張開運 2909-0833 泰山區泰林路2段204號

158 台大開心動物醫院 陳威旭 2296-5821 泰山區明志路1段317號

159 佳林動物醫院 駱清波 2601-4638 林口區西林村竹林路60號

160 日祥動物醫院 李佳陵 2601-1780 林口區中正路380號

161 林口動物醫院 林仕湶 2601-8364 林口區中正路496號

162 寶護動物醫院 湯政道 8601-2219 林口區中山路281號

163 藍世界動物醫院林口院 詹翎芳 8601-9381 林口區中山路62號

164 麗園動物醫院林口院 王中聖 2600-0989#82 林口區文化1路1段119號

165 圓霖動物醫院 呂宗祐 2608-8576 林口區忠孝路372號

166 懷恩動物醫院 侯國斌 8601-8432 林口區中山路235號

167 奇奇動物醫院 呂理印 2600-2216 林口區文化3路1段437號

168 臺大健弘動物醫院 賴建宏 2600-3851 林口區民族路6號

169 雅旺動物醫院 彭志誠 2848-0148 蘆洲區民族路522號

170 胖皮動物醫院 李裕銘 8285-4848 蘆洲區復興路174號1樓

171 布魯斯動物醫院 陳榮志 8285-8600 蘆洲區重陽街68號

172 增安動物醫院 劉明鑫 8285-0255 蘆洲區中山一路169號

173 欣欣動物醫院 甘騰凱 2282-5058 蘆洲區中山1路160號

174 家福動物醫院 陳建志 2282-2332 蘆洲區光華路157號

175 蘆洲動物醫院 林伯聰 2285-9117 蘆洲區中山二路8號1樓

176 忠正動物醫院 蔡勝祥 2848-9283 蘆洲區中正路277號

177 鷺江動物醫院 陳育仁 8285-0115 蘆洲區中正路209號

178 信安家畜醫院 林信義 2847-9181 蘆洲區中正路14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