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狂犬病注射月簽約動物醫院名單

編號 獸醫院名稱 負責人 電話 地址

1 富安家畜醫院 楊坤富 2251-3076 板橋區文化路2段335號

2 紐約紐約動物醫院 簡柏銓 2250-1636 板橋區文化路2段139號

3 維安動物醫院 李政道 2256-3107 板橋區四維路174-3號

4 五洲獸醫院 鄭馥璇 2968-7110 板橋區民權路250號

5 金妞妞動物醫院 侯金蘭 2969-8780 板橋區民權路232號

6 躍生動物醫院 丁肇民 8968-1075 板橋區民權路258-2號

7 板新動物醫院 林彥銘 2969-5866 板橋區中正路332-11號

8 後埔動物醫院 黃約伯 2967-8864 板橋區館前西路156-1號

9 祐康獸醫院 蔡志鴻 2258-1755 板橋區文化路1段140號

10 尚德動物醫院 羅章榮 2965-0238 板橋區南雅西路2段9號

11 佳安動物醫院 羅有論 2951-1301 板橋區四川路1段234號

12 聖博獸醫院 陳穆村 2957-0958 板橋區重慶路299號

13 仁愛動物醫院 張福台 2959-4455 板橋區民族路179號

14 旺旺動物醫院 徐淑文 2952-4991 板橋區中山路2段1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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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牧村動物醫院 吳鴻儒 8951-1172 板橋區民生路2段50號

17 台大文仁動物醫院 張峰瑞 2683-3122 板橋區篤行路三段64號

18 嘉德動物醫院 盧安國 2693-4809 汐止區福德1路206巷

19 宏昕動物醫院 郭志宏 2692-3288 汐止區明峰街129號之1

20 惠明獸醫院 盧銘章 2643-1768 汐止區大同路2段434號

21 范獸醫院 范光乾 2641-3276 汐止區大同路2段518號

22 貝斯特動物醫院 藍新文 8692-3655 汐止區新台五路2段28號

23 國泰動物醫院 林振泰 2648-0866 汐止區大同路2段284號

24 愛達司動物醫院 陳稚文 8914-7888 新店區中興路一段261號

25 中友犬貓專科醫院 鍾文進 2915-3597 新店區中正路19號

26 喬伊動物醫院 楊贊育 2911-6955 新店區中興里檳榔路9號

27 高登動物醫院 翁旭家 2917-3512 新店區三民路106號

28 安康動物醫院 周浩民 2211-9881 新店區安成街42-1號

29 樂活動物醫院 楊博俊 2922-5805 永和區中興街107號

30 永和獸醫院 劉清風 2922-9450 永和區永和路2段336號

31 皮皮動物醫院 林祥坦 2920-1952 永和區中山路1段259號

32 吉利家畜醫院 周文武 2928-0986 永和區永貞路108號

33 延吉動物醫院 陳俊傑 2920-1883 永和區永貞路82號

34 崇恩動物醫院 顏慶芳 2231-2531 永和區永利路95號

35 同伴動物醫院 歐陽夢澍 2929-5098 永和區福和路316-1號

36 來來動物醫院 張康銘 8953-9739 中和區德光路29號

37 員山動物醫院 李家豪 2223-4519 中和區中山路2段577號

38 寵愛家畜醫院 邱堅山 2221-4527 中和區連城路4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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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和生動物醫院 簡奉賢 2243-2166 中和區連城路273號

40 五信動物醫院 陳大鈞 2221-8798 中和區連城路358號

41 亞東動物醫院 范成棟 2221-8515 中和區中正路639號

42 上品動物醫院 林上竣 2245-5853 中和區中山路二段167號

43 康寶動物醫院 游秀彬 2245-5686 中和區中興街130號

44 仁心動物醫院 連永川 2240-8865 中和區南華路60號

45 真正動物醫院 彭寶瑩 2948-9666 中和區安平路200-1號

46 威安動物醫院 林沂嫻 2945-5050 中和區安平路25號

47 福林動物醫院 葉銘松 2921-8867 中和區中安街230號

48 明佳動物醫院 鄭宇光 2943-3709 中和區宜安路125號

49 協和獸醫院 劉金鴻 2940-1781 中和區景平路167號

50 長榮動物醫院 陳永瑞 2941-4760 中和區景平路380號

51 禾米動物醫院 李健源 2261-1212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73號

52 弘恩動物醫院 王海濤 2270-8397 土城區延平街80號

53 馨田動物醫院 李昱璇 2260-7789 土城區金城路2段388號

54 慈濟動物醫院 徐玟良 2261-2260 土城區學成路100號

55 大曜動物醫院 廖欽宏 8260-2323 土城區學成路46號

56 福德獸醫院 段輝煌 2273-9256 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28號

57 全家動物醫院 蔡明宏 2266-1143 土城區中央路1段63號

58 大慶獸醫院 林明順 2266-1075 土城區中華路1段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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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淯生動物醫院 林炎生 2673-9191 三峽區復興路36-1號

61 林動物診所 林清淡 8671-8389 三峽區秀川街4號

62 伯特利動物醫院 康文 8672-3030 三峽區大義路191號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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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五星家畜醫院 鄭蘊智 2683-3959 樹林區保安街1段96號

65 馥御動物醫院 李建源 2681-1324 樹林區中山路1段201號

66 永發獸醫院 陳明通 2683-5698 樹林區樹新路35號

67 威爾頓動物醫院 范仁聰 2680-0378 樹林區大有街35號

68 展鵬獸醫院 陳春輝 2688-0439 樹林區中正路7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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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鶯歌獸醫院 葉一仙 2678-2718 鶯歌區文化路383號

71 正新動物醫院 陳平吉 2988-1808 三重區重新路3段87號

72 茂生獸醫院 張國棟 2975-7666 三重區重新路1段62號

73 迦勒動物醫院 吳沛聰 2974-7741 三重區中正南路114號

74 民生動物醫院 章焜程 2980-8154 三重區正義北路296號

75 德欣動物醫院 許俊隆 2973-8657 三重區信義街4號

76 集賢愛生動物醫院 楊振墉 8287-5849 三重區集賢路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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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台大頑皮動物醫院 王譽學 2857-3578 三重區溪尾街374、376號

78 小森林動物醫院 黃郁純 8287-2913 三重區集英路68號

79 家麒獸醫院 顏銘佐 2280-7675 三重區力行路2段145號

80 新泰動物醫院 吳俊儒 2276-9427 新莊區新泰路402號

81 丘原動物醫院 邱俊源 2901-6220 新莊區公園路160號

82 全祐獸醫院 陳專祐 2901-6220 新莊區壽山路4號

83 聖安動物醫院 姚正峰 2277-6711 新莊區中港路256號

84 宏明動物醫院 王文典 2998-8577 新莊區中港路398號

85 杏福獸醫院 吳滄淙 2277-9099 新莊區幸福路73號

86 祐全動物醫院 陳翔裓 2997-5827 新莊區幸福路795號

87 護生動物醫院 陳惠傑 2997-2812 新莊區中和街93號

88 恆揚獸醫院 郭元順 2993-1610 新莊區幸福路910號

89 佳護動物醫院 楊永煌 8991-7815 新莊區福壽街212號

90 山盟動物醫院 翁嘉男 2277-5160 新莊區復興路2段90號

91 愛友家畜醫院 劉信念 2201-3218 新莊區中正路427-2號

92 銘德動物醫院 吳銘宏 2204-3333 新莊區後港一路14號

93 建安動物醫院 蔡錕隆 8201-6943 新莊區建安街105號

94 多多動物醫院 江長全 2904-4415 新莊區中正路783號

95 安安動物醫院 蔡孟達 2901-3230 新莊區雙鳳路105號

96 杰輝家畜醫院 施斌烈 2201-2881 新莊區西盛街159號

97 榮星獸醫院 吳富彤 2205-8674 新莊區四維路4號

98 泰林動物醫院 張開運 2909-0833 泰山區泰林路2段2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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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泰山動物醫院 趙盧杰 2296-1298 泰山區明志路1段468號

101 佳林動物醫院 駱清波 2601-4638 林口區西林村竹林路60號

102 林口動物醫院 林仕湶 2601-8364 林口區中正路496號

103 寶護動物醫院 湯政道 8601-2219 林口區中山路281號

104 懷恩動物醫院 侯國斌 8601-8432 林口區中山路235號

105 林動物醫院 林芳瑞 2608-2389 林口區文化二路1段50號

106 雅旺動物醫院 彭志誠 2848-0148 蘆洲區民族路522號

107 增安動物醫院 劉明鑫 8285-0255 蘆洲區中山一路169號

108 家福動物醫院 陳建志 2282-2332 蘆洲區光華路157號

109 大寶動物醫院 林秋嬌 2283-1005 蘆洲區信義路235巷2號

110 鷺江動物醫院 陳育仁 8285-0115 蘆洲區中正路209號

111 信安家畜醫院 林信義 2847-9181 蘆洲區中正路142號

112 佑欣動物醫院 李日翔 8283-1299 蘆洲區光榮路66巷1號

113 愛樺動物醫院 馬嘉君 2285-0093 蘆洲區民族路60號

114 德興動物醫院 王柏森 2848-0240 蘆洲區長安街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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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蓮心動物醫院 李維淵 8295-8237 五股區工商路40號

116 成泰動物醫院 余承諺 2291-5537 五股區成泰路2段143號

117 愛寶動物醫院 謝旻莉 8295-2268 五股區中興路4段49號

118 黃動物醫院 黃士璞
2629-7384

2629-1823
淡水區北新路31號

119 芯安動物醫院 林政維 2808-6596 淡水區民族路33-7號

120 四季動物醫院 黃玠晟 2809-9591 淡水區民族路33巷16-1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