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06.18更新

查核縣

市政府

衛生局

疾管署

區管中

心

受查核單位
設置單

位縣市
鄉鎮

郵遞區

號
設置單位地址

登錄實驗

室間數

登錄保存

場所間數

登錄外縣市

實驗室間數

登錄外縣市保

存場所間數
備註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汐止區 22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9巷2號 2

啟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 新莊區 242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1號 1

創祐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汐止區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9號9樓之9 2 1

昶宇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新莊區 242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26號8樓-1 1

歐亞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 林口區 244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551號3樓之5

室
1

三顧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汐止區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14樓之3 1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汐止區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9號13樓之7 1

基隆市 臺北區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六堵

廠
基隆市 七堵區 206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西路5號 1

金門縣 臺北區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 金湖鎮 891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2號 1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宜蘭縣 員山鄉 264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386號 1

仙豐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 蘇澳鎮 270 宜蘭縣蘇澳鎮大圳路63巷25號 1

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新屋區 327 桃園市新屋區赤欄里17-1 號 1

鑫鼎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楊梅區 326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一段171號 1

祥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龍潭區 325 桃園市龍潭區龍園一路255號 1

回春堂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新屋區 327 桃園市新屋區社子里中興路988號 1

昕泰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大溪區 335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8鄰仁德北街45號 1

勸奉堂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觀音區 328 桃園市觀音區廣興里溝尾32-1號 1

三才堂製藥廠有限公司 桃園市 楊梅區 326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二段209巷61弄9號 1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桃園區 330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22號 2

貝爾國際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桃園區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182號B1 1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中壢區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3段447號 1

中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龍潭區 325 桃園市龍潭區高楊北路81號 1

衛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平鎮區 324 桃園市平鎮區工業十路15號 1

人人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中壢區 320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３號 1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資料未補正完成

亞東醫事檢驗所 桃園市 中壢區 320 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26號5樓 1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資料未補正完成

懷特生技新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楊梅區 326
桃園市楊梅區幼獅工業區獅二路10號5-7

樓
1

未依同意備查組織

類型建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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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區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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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中山區 104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8號8樓 0 1

濟生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湖口鄉 303 新竹縣湖口鄉實踐路3號 1

新竹市 北區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新竹市 東區 300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678號 1

苗栗縣 北區 春秋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竹南鎮 350 苗栗縣竹南鎮群義路69號2樓 1

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臺中市 霧峰區 413 臺中市霧峰區福新路222號 1

亞洲大學 臺中市 霧峰區 413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1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臺中市 西屯區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8路193號 1

廣得利膠囊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大雅區 428 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三段180巷15號 1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西屯區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六路11號 1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西屯區 407 臺中市西屯區科園二路19號 1

鄭杏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南屯區 408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十八路18號 1

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西屯區 407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15路2號 1

健康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大甲區 437 臺中市幼獅工業區幼四路12號 1

明大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外埔區 438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水美路147號 1

大豐膠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潭子區 427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203號 1

利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大甲區 437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906號 1

井田國際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 大甲區 437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幼獅路32號 1

派爾多塔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 楊梅區 326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51號 1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資料未補正完成

南投縣 中區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 南投市 540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272號 1

大葉大學 彰化縣 大村鄉 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1

依必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福興鄉 506 彰化縣福興鄉福工路11號 1

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福興鄉 506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工業區福工路19號 1

嘉義縣 南區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 民雄鄉 621 嘉義縣民雄鄉頭橋工業區工業三路6-3號 1

嘉義市 南區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 嘉義市 西區 600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217號 1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斗六市 640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石榴路317號 1

順瑛堂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虎尾鎮 632 雲林縣虎尾鎮興南里興南路90號 1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

興建經營
臺南市 安南區 709 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2段66號 1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南二廠 臺南市 官田區 720 臺南市官田區工業路39號 1

台灣糖業公司台糖研究所 臺南市 東區 701 臺南市生產路54號 1

曄拓保養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安南區 709 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三路1號 1

宏昇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 新市區 744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一路3號 1

愛生製藥廠有限公司 臺南市 永康區 710 臺南市永康區王行里經華路2-1號 0

金牌一條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臺南市 新營區 730 臺南市新營區嘉芳街235號 1
未依同意備查組織

類型建置資料

邱外科醫院 高雄市 苓雅區 802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37號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市 楠梓區 811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2

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市 鼓山區 804 高雄市鼓山區西子灣蓮海路70號 3

臺南市

高雄市

北區

中區

中區

南區

南區

高屏區

新竹縣

臺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 苓雅區 802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1號 1

華盛頓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仁武區 814 高雄市仁武區工業二路12號 1

美西製藥有限公司 高雄市 仁武區 814 高雄市仁武區工業一路9號 1

喬志亞生技(股)公司 高雄市 大樹區 840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里竹寮路308號 1

屏東縣檢驗中心 屏東縣 屏東市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2號 1

萬能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屏東縣 長治鄉 908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農園路12號 1

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 萬丹鄉 913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三段91號 1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臺北市 中正區 100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100號5樓 0 1

澎湖縣 高屏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澎湖縣 馬公市 880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1
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資料未補正完成

花蓮縣 東區 國立東華大學 花蓮縣 壽豐鄉 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2段1號 4

臺東縣 東區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縣 台東市 950 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1

高雄市

屏東縣

高屏區

高屏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