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區域 醫院名稱 電話 地址

1 八德區 人人動物醫院(八德分院) 03-3661314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693號

2 八德區 進安動物醫院 03-3642686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274號

3 八德區 立仁動物醫院 03-3620221 桃園市八德區公園路30號

4 八德區 和平動物醫院 03-3635820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13號

5 八德區 丹尼爾動物醫院 03-3662215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248-1號

6 八德區 仁愛動物醫院 03-3650149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087號

7 八德區 維尼動物醫院 03-3659250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091號

8 八德區 杏旺動物醫院 03-3779015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31號

9 大園區 麗園動物醫院 03-3855577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5號

10 大園區 人人動物醫院(大園分院) 03-2757757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路21號1樓

11 大園區 維特動物醫院 03-2875484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51號

12 中壢區 康淇動物醫院 03-4278606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二段50號

13 中壢區 長生動物醫院 03-4566941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二段24號

14 中壢區 恆生動物醫院 03-4251893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1段13號

15 中壢區 中央動物醫院 03-4953214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84號

16 中壢區 人人動物醫院(中壢分院) 03-4686811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69號

17 中壢區 中壢太樸動物醫院 03-4569911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51號

18 中壢區 中興動物醫院 03-4941312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164號

19 中壢區 青青動物醫院 03-2872330 桃園市中壢區永能路35號

20 中壢區 中原動物醫院 03-4512927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447號

21 中壢區 呈品動物醫院 03-2806070 桃園市中壢區中豐路359號

22 中壢區 磨鼻子動物醫院 03-4535740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0號

23 中壢區 聖仁動物醫院 03-4628655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85號

24 中壢區 天一動物醫院 03-4512480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426號

25 中壢區 中山動物醫院 03-4260566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83號

26 中壢區 環東動物醫院 03-4332339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67號

27 中壢區 領航動物醫院 03-4222068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一段168號

28 中壢區 白毛動物醫院 03-2876687 桃園市中壢區青商路143號

29 平鎮區 佑安動物醫院 03-4930603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二段29號

30 平鎮區 美生動物醫院 03-4938523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460-3號

31 平鎮區 大業動物醫院 03-4946888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294號

32 平鎮區 振生動物診所 03-4594320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109號

33 平鎮區 原野動物醫院 03-4942020 桃園市平鎮區廣德街12號

34 平鎮區 冠友動物醫院 03-4392983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50號

35 桃園區 奇昀動物醫院 03-3313170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374號

36 桃園區 桃鶯動物醫院 0955179365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01號

37 桃園區 高生動物醫院 03-3341159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19號

38 桃園區 新世紀獸醫院 03-3328100 桃園市桃園區萬壽路三段179號

39 桃園區 向陽動物醫院 03-3763376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579號

40 桃園區 陳獸醫院 03-3331119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228號

41 桃園區 哲安動物醫院 03-3337785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632號

42 桃園區 青山動物醫院 03-3333600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29號

43 桃園區 元氣動物醫院 03-3333816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381號

44 桃園區 元氣動物醫院(藝文分院) 03-3553911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1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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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桃園區 寶建動物醫院 03-3641207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79號

46 桃園區 小果苗動物醫院 03-3577027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512號

47 桃園區 大安動物醫院 03-3335025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24號1樓

48 桃園區 達特馬動物醫院 03-2288884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68號

49 桃園區 逗號動物醫院 03-3322212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17號

50 桃園區 柏林動物醫院 03-3699623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68號

51 桃園區 普羅動物醫院 03-3789900 桃園市桃園區泰成路15號

52 桃園區 吉布動物醫院 03-3585664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七街134號

53 桃園區 大禾動物醫院 03-3625122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路218號1樓

54 桃園區 惟心動物醫院 03-3259001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207號1樓

55 桃園區 品湛動物醫院 03-3363252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495-9號

56 桃園區 廣喬動物醫院 03-341170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261號1樓

57 桃園區 春天動物醫院 03-3330995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52號

58 桃園區 圓霖動物醫院 03-3177608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836號

59 桃園區 樂米動物醫院 03-3557073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五街206號

60 桃園區 晨曦動物醫院 03-3600922 桃園市國際路二段194號

61 桃園區 日安動物醫院 03-3335723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267號

62 桃園區 有你有我動物醫院 03-3015232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一街21號

63 楊梅區 崇恩動物醫院 03-4823627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32號

64 楊梅區 東昇動物醫院 03-4850171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09號

65 楊梅區 人人動物醫院(埔心分院) 03-4315700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74號

66 楊梅區 楊梅動物醫院 03-4855343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路10號

67 龜山區 聖恩動物醫院 03-3507425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141號

68 龜山區 泰安動物醫院 03-3203069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319號

69 龜山區 信安動物醫院 03-3503075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82號

70 龜山區 長春動物醫院 03-329832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960號

71 龍潭區 梁動物醫院 03-4792945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136號

72 蘆竹區 新時代動物醫院 03-3522257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37號

73 蘆竹區 元氣動物醫院(南崁分院) 03-2229198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52號

74 蘆竹區 湖光動物醫院 03-3528861 桃園市蘆竹區桃園街178號

75 蘆竹區 南崁動物醫院 03-3520136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379號

76 蘆竹區 中華動物醫院 03-3522669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223號

77 蘆竹區 守足動物醫院 03-3233866 桃園市蘆竹區上興路61號

78 蘆竹區 設想動物醫院 03-2225859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七街22號

79 蘆竹區 樂福動物醫院 03-2225081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12號1樓

80 蘆竹區 喜樂地動物醫院 03-3132012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319號

81 蘆竹區 春風動物醫院 03-3138014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路171號1樓

82 蘆竹區 牧羊人動物醫院 03-3127227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五街11號

83 新屋區 毛茸茸動物醫院 03-4200891 桃園市新屋區民族路六段17號

84 中壢區 延平動物診所 03-4255488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32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