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動保處愛心認養小棧合作店家
編號

店家

地址

負責
動物之家

聯絡電話

營業時間

1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一段 38 號

八里

(02)2297-7999

10:00-22:00

2

宜加寵物生活館中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22-1 號

八里

(02)8993-6000

09:00-23:00

3

宜加寵物生活館中正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380 號

八里

(02)8991-7700

09:00-23:00

4

東森 ETtoday 寵物雲 新莊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 號

八里

(02)2996-0026

11:00-22:00

5

東森 ETtoday 寵物雲 板橋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 136 號

板橋

(02)2951-7538

11:00-22:00

6

東森寵物雲新莊中正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104 號

八里

(02)2276-0002

10:00-22:00

7

宜加寵物生活館新和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 28 號

八里

(02)2997-2211

11:30-22:30

8

宜加寵物生活館長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788 號

八里

(02)2282-0066

11:30-22;30

9

聊聊貓旅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 155 巷 30 號 1 樓

八里

0987-637-683

11:00-18:00

10

宜加寵物生活館龍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 300 號

八里

(02)2202-5000

11:00-23:00

11

宜加寵物生活館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 276-1 號

八里

(02)2900-0011

11:00-22:00

12

宏明動物醫院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 398 號

八里

(02)2998-8577

13

PetPet 寵物精品旅館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 82 號

中和

(02)2942-8882

11:00-21:00

14

嗨逗閣寵物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746 號

中和

(02)2245-3698

11:00-20:00

08:30-21:30
週三日休息

15

ETtoday 東森寵物雲 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 409 號

中和

(02)2928-1233

11:00-22:00

16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 246 號

中和

(02)2260-6633

10:30-22:30

17

寵翻天商行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 173 號

中和

(02)6629-5558

10:00-23:00

18

溫莎城堡寵物沙龍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347 巷 4 弄 6 之 1 號

中和

(02)2222-2830

10:00-20:00

19

寵物公園永貞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 420 號

中和

(02)2232-5188

12:00-23:00

20

魚中魚水族大賣場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09 號

中和

(02)2243-2288

10:30-23:00

21

仁心寵物坊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 60 號

中和

(02)2240-8865

15:00-21:30

22

奧斯卡寵物連鎖量販(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235 號

中和

(02)2261-7333

10:00-23:00

23

亞旺寵物美容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522 號

五股

(02)2848-0148

10:00-22:00

24

比佛利寵物水族時尚館

新北市蘆洲區 103 甲縣道 229 號

五股

(02)8282-2289

11:00-23:00

25

旺城寵物精品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55 號

五股

(02)2909-1771

12:00-22:00

26

咪可思寵物餐廳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 60 巷 32 號

五股

(02)2988-9005

12:00-21:30

27

東森 ETtoday 寵物雲三重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119 號

五股

(02)8982-0666

11:00-22:00

28

宥宥寵物美容店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 593 號 1 樓

五股

(02)8283-2222

10:00-21:00

29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28 號

板橋

(02)2253-3366

24 小時營業

30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48 號

板橋

(02)2959-3939

10:30-24:00

31

好狗命寵物用品店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103 號

板橋

(02)8675-1666

10:30-22:30

32

樹林 123 寵物超市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165 號

板橋

(02)2685-2123

10:00-22:00

33

比佛利寵物水族時尚館鶯歌店

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 13 號

板橋

(02)8677-2339

10:00-22:00

34

朵貓貓旅館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 372 巷 28 號

板橋

(02)2685-2325

11:00-20:00
(週三休)

35

寵物公園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501 號

板橋

(02)8251-0201

11:00-01:00

36

寵物公園板橋南雅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 40 號

板橋

(02)2968-8882

12:00-00:00

37

西湖動物醫院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41 號

板橋

（022799-0700

15:00-21:00
(週一休)

38

貓宅院美容工作室

淡水區英專路 120 號 1 樓

淡水

0925-020-103

15:00–21:00
(每周日公休)

39

佩特寵物生活館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 80 號

淡水

(02)2809-0680

10:00-22:00
(每周一公休)

40

優里寵物健康 SPA 館淡水紅樹林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 38 巷 33 之 20 號

淡水

(02)8626-3901

41

狗狗公園快樂狗旅館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 247 巷 80 號 1 樓

淡水

(02)8631-6580

10:00-21:00

42

吾寶寵物美容

淡水區北新路 220 號 1 樓

淡水

(02)2629-8856

11:00-23:00

43

淡水動物醫院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159-2 號

淡水

(02)2621-7987

09:00-21:00

44

淡水兩隻貓 WO 貓咪旅館

淡水區水源街 2 段 100 號 1 樓

淡水

0928-593-893

12:30-21:30

45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新店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450 號

新店

(02)8667-6677

10:30-00:00

46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南興路 28 號

新店

(02)2643-2299

10:30-22:30

47

Paws Fun 住好玩

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 42-2 號

新店

(02)8912-3012

10:00-19:00

10:00-20:00
(每周三公休)

48

魚中魚水族寵物大賣場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 55-2 號

新店

(02)2921-5899
(02)2212-8280

49

三福寵物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 169 號

新店
(02)8666-5259

50

天麗寵物坊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一段 88 巷 11 號

三芝

(02)2636-9269

11:00-22:00
10:00-21:00
周日公休
周四晚間七點
後公休
09:00–20:00
(每周一公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