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機構名稱 實驗室名稱 年度 備註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研究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呼吸道病毒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4 註一

2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生物安全第三等
級實驗室

104 註一

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檢驗醫學科結核菌實驗室 104 註一

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4 註一

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4 註一

6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實驗室 104 註一

7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分枝桿菌實驗室 104 註一

8 臺中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微生物科實驗室 104 註一

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4 註一

10 高雄榮民總醫院 病理檢驗部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4 註一

11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Sunrider 生
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4 註一

12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檢驗醫學科結核菌負壓實驗室 105 註一

1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
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生物安全負壓實驗室 105 註一

1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結核病防治中心)

分枝桿菌實驗室 105 註一

1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醫院檢驗醫學部 105 註一

16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病理檢驗科結核菌實驗室 105 註一

17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結核菌負壓實驗室 105 註一

18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

檢驗醫學科 105 註一

19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結核菌實驗室/結核菌培養實驗室 105 註一

20 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 生安會及高生物安全等級實驗室 105 註一

104-108年參加「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
並完成導入系統之實驗室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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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醫事檢驗科分枝桿菌實驗室 105 註一

22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生物製劑廠 動物生物安
全第三等級（ABSL-3）實驗室 105 註一

23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臨床病理科第三等級實驗室 105 註一

2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05 註二

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

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非人類靈長類
動物房

106 註二

26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生物資源保存及研究中心 105 註二

27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
心

微生物實驗室 105 註二

28 喬本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JBM認證檢驗機構微生物檢驗室 105 註二

29
Intertek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
限公司

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105 註二

30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品管課 105 註二

31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
限公司

臍帶血珍藏中心 105 註二

3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
動物中心

囓齒類診斷實驗室 105 註二

33 艾默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發展部 105 註二

3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環境檢驗中心 105 註二

3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_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生物藥品檢定研究系 105 註二

36 進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臨床前試驗中心 105 註二

37 葛拉美美容品有限公司 品管實驗室 105 註二

38
捷生國際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

捷生國際標準實驗室 105 註二

39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勝昌檢驗中心 105 註二

40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癌症轉譯研究中心 105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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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昕穎生醫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分子生物實驗室 105 註二

42 定勢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子醫學實驗室 105 註二

43
順天堂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廠

微生物暨分析實驗室 105 註二

44
SGS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105 註二

45
晶宇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_科學園區分公司

晶宇生技實驗室 105 註二

4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菌種實驗室 106 註二

4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細胞製備工廠 品管實驗室 106 註二

48 國立陽明大學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 106 註二

49
國璽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限
公司

檢測實驗室 106 註二

50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檢驗中心 106 註二

51 台灣浩鼎生技公司 OBI-858計畫專用實驗室 106 註二

52 聯合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竹北生物分析實驗室 106 註二

53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科達製藥檢驗中心 106 註二

54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微生物實驗室 106 註二

55 國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6 註二

56 統一化粧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6 註二

57
高端疫苗生物製劑股份有限公
司

品管實驗室 106 註二

58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

同步輻射P2等級細胞培養室 106 註二

59 羅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部 微生物檢驗室 106 註二

60 歐陸食品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6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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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三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研究室 106 註二

62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6 註二

63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 106 註二

64 懷特生技新藥(股)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6 註二

65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種毒繼代實驗室 106 註二

66 亞洲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亞基科醫事檢驗所 106 註二

67 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公司 麥德凱生命科學研究所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68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69
永昇圃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70 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71 鑫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室 107 註二

72 宣捷幹細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宣捷幹細胞台北儲存中心 107 註二

73
香港商立德國際商品試驗有限
公司_台灣分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74 昌達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毒理與臨床前測試中心(CTPS)-
C215、C447實驗室

107 註二

75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B407_BSL-2細胞室、B535-1微生物
操作室

107 註二

76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中心4樓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77 亞東生技有限公司 亞東生技食安實驗室 107 註二

78 諾貝爾生物有限公司 試劑研發品管實驗室 107 註二

79 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基因毒理試驗實驗室 107 註二

80 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SL-2實驗室 107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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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博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82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服務部-台北微生物實驗室 107 註二

83 百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衛生物科技實驗室 107 註二

84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梅品管課微生物實驗室 108 註二

85 科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D室 108 註二

86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測實驗室 108 註二

87 宇越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操作室 108 註二

88 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檢驗室 108 註二

89 景岳生物科技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8 註二

90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鎮廠品管部微生物實驗室
中壢廠品管部微生物實驗室

108 註二

91
大江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農科分
公司

P2實驗室 108 註二

92 拜寧騰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科技檢驗實驗室 108 註二

93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8 註二

94
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8 註二

95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 108 註二

96 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生物實驗室 108 註二

97 貝爾克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BSL-2 LAB 108 註二

註一： 104-105年「高防護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
註二： 105-108年「生物技術相關實驗室建構『實驗室生物風險管理系統』」研究計畫
註三： 本實驗室名單係以參加計畫當年所登錄之名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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