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詢

建立時間:2019/09/23

EA(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桃園檢驗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01 代碼 : EA 許可期限 : 110/12/28
檢驗室名稱: 九連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桃園檢驗中心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工五路90巷49號
檢驗室電話: 03-4990016
檢驗室傳真: 03-4990017

EB(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永續環境技術組環境污染鑑識研究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許 可 號: 002 代碼 : EB 許可期限 : 110/12/28
檢驗室名稱: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永續環境技術組環境污染鑑識研究室
檢驗室地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321號
檢驗室電話: 03-5732680
檢驗室傳真: 03-5732370

EC(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03 代碼 : EC 許可期限 : 111/02/12
檢驗室名稱: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9巷8號
檢驗室電話: 07-3928088
檢驗室傳真: 07-3927054

EL(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12 代碼 : EL 許可期限 : 111/12/06
檢驗室名稱: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瑞光路2號5樓
檢驗室電話: 02-27948833
檢驗室傳真: 02-27940708

EP(衛宇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衛宇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16 代碼 : EP 許可期限 : 112/04/19
檢驗室名稱: 衛宇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64號3樓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02-32345700
02-32345701

ER(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18 代碼 : ER 許可期限 : 112/04/26
檢驗室名稱: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台中工業區工業三十六路41號
檢驗室電話: 04-23582525
檢驗室傳真: 04-23582020

ES(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19 代碼 : ES 許可期限 : 112/05/04
檢驗室名稱: 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16號14樓
檢驗室電話: 02-82280770
檢驗室傳真: 02-82280760

ET(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分析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20 代碼 : ET 許可期限 : 112/05/10
檢驗室名稱: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分析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6之8號8樓-1
檢驗室電話: 07-8152248
檢驗室傳真: 07-8152250

EU(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許 可 號: 021 代碼 : EU 許可期限 : 112/08/23
檢驗室名稱: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280號6樓
檢驗室電話: 02-87919198#669
檢驗室傳真: 02-27918858

EV(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22 代碼 : EV 許可期限 : 112/08/12
檢驗室名稱: 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77巷16號3樓
檢驗室電話: 02-87911131
檢驗室傳真: 02-87911130

EX(汎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汎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24 代碼 : EX 許可期限 : 110/12/19
檢驗室名稱: 汎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千富街223巷26號
檢驗室電話: 07-8155371
檢驗室傳真: 07-8154464

EY(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25 代碼 : EY 許可期限 : 111/02/09
檢驗室名稱: 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二路5號
檢驗室電話: 04-23595762
檢驗室傳真: 04-23500305

EZ(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27 代碼 : EZ 許可期限 : 111/05/09
檢驗室名稱: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1號4樓-5(五股工業區)
檢驗室電話: 02-22990212~4
檢驗室傳真: 02-22990050

FE(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31 代碼 : FE 許可期限 : 112/06/06
檢驗室名稱: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生產路68號
檢驗室電話: 06-3378905
檢驗室傳真: 06-3378902

FI(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35 代碼 : FI 許可期限 : 110/11/24
檢驗室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工路136號之1
檢驗室電話: 02-22993279
檢驗室傳真: 02-22993261

FJ(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試驗部高雄環工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36 代碼 : FJ 許可期限 : 111/01/21
檢驗室名稱: 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試驗部高雄環工試驗室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8之8號1樓
07-8111798轉7318
07-8155106

FN(道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道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40 代碼 : FN 許可期限 : 111/05/13
檢驗室名稱: 道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屏東縣萬丹鄉社上村社上路99號
檢驗室電話: 08-7070706
檢驗室傳真: 08-7070606

FO(元智大學環科中心檢測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元智大學
許 可 號: 041 代碼 : FO 許可期限 : 111/06/06
檢驗室名稱: 元智大學環科中心檢測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28號
檢驗室電話: 03-4558017
檢驗室傳真: 03-4635887

FQ(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42 代碼 : FQ 許可期限 : 111/09/22
檢驗室名稱: 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青島一街33之5號6樓
檢驗室電話: 04-22972731~2
檢驗室傳真: 04-22972996

FR(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43 代碼 : FR 許可期限 : 111/10/01
檢驗室名稱: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98號
檢驗室電話: 02-23601050
檢驗室傳真: 02-23649713

FT(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48 代碼 : FT 許可期限 : 112/02/13
檢驗室名稱: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四川二街30號6樓
檢驗室電話: 04-23134457*11
檢驗室傳真: 04-23134458

FW(國巨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工技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
許 可 號: 045 代碼 : FW 許可期限 : 111/11/19
檢驗室名稱: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工技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西三街16號
檢驗室電話: 07-9618999#3603
檢驗室傳真: 07-3678297

FX(景泰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景泰順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49 代碼 : FX 許可期限 : 112/03/01
檢驗室名稱: 景泰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苗栗縣竹南鎮佳興里光復路381巷13號
檢驗室電話: 037-480258
檢驗室傳真: 037-480418

FY(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50 代碼 : FY 許可期限 : 112/03/23
檢驗室名稱: 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永康區自強路750巷68弄57號
檢驗室電話: 06-2010769
檢驗室傳真: 06-2012117

GB(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53 代碼 : GB 許可期限 : 112/05/05
檢驗室名稱: 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112號2樓
檢驗室電話: 02-22288505
檢驗室傳真: 02-22217755

GC(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54 代碼 : GC 許可期限 : 112/05/19
檢驗室名稱: 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48-37號4F
檢驗室電話: 07-8158181
檢驗室傳真: 07-8156985

GD(建利環保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建利環保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55 代碼 : GD 許可期限 : 112/07/19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建利環保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6之9號7樓之1～2
07-8150815
07-8150816

GE(安美謙德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安美謙德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56 代碼 : GE 許可期限 : 111/07/03
檢驗室名稱: 安美謙德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三十八路210號7樓之1
檢驗室電話: 04-23507780
檢驗室傳真: 04-23506328

GF(台灣鉅邁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鉅邁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57 代碼 : GF 許可期限 : 112/09/11
檢驗室名稱: 台灣鉅邁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小港區臨海工業區永春街2號
檢驗室電話: 07-8720670-212
檢驗室傳真: 07-8720664

GL(畜牧廢水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屏東縣動物防疫所
許 可 號: 058 代碼 : GL 許可期限 : 112/10/18
檢驗室名稱: 畜牧廢水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屏東縣屏東市民學路58巷23號
檢驗室電話: 08-7224427
檢驗室傳真: 08-7224432

GN(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60 代碼 : GN 許可期限 : 113/04/16
檢驗室名稱: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新竹縣竹北市中和街55號
檢驗室電話: 03-5545022-7
檢驗室傳真: 03-5545028

GQ(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水質科檢驗股)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許 可 號: 063 代碼 : GQ 許可期限 : 113/05/25
檢驗室名稱: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水質科檢驗股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長興街131號
檢驗室電話: 02-87335683
檢驗室傳真: 02-87335680

HF(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附設水質檢驗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
許 可 號: 076 代碼 : HF 許可期限 : 111/02/14
檢驗室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附設水質檢驗中心
檢驗室地址: 雲林縣虎尾鎮延平里下南98號
檢驗室電話: 05-6624406
檢驗室傳真: 05-6624405

HL(華穎環境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華穎環境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82 代碼 : HL 許可期限 : 111/12/26
檢驗室名稱: 華穎環境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81-29號
檢驗室電話: 07-3745812
檢驗室傳真: 07-3745810

HN(石資水質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許 可 號: 084 代碼 : HN 許可期限 : 112/05/03
檢驗室名稱: 石資水質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534號
檢驗室電話: 03-8423899-219
檢驗室傳真: 03-8421228

HO(陸軍化生放核防護研究中心分析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陸軍化生放核訓練中心
許 可 號: 085 代碼 : HO 許可期限 : 112/09/23
檢驗室名稱: 陸軍化生放核防護研究中心分析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八德郵政90689-2號信箱
檢驗室電話: 03-3655485
檢驗室傳真: 03-3655485

HR(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88 代碼 : HR 許可期限 : 113/04/13
檢驗室名稱: 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3號
檢驗室電話: 03-3513221
檢驗室傳真: 03-3216866

HS(台技水質環保科技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技水質環保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089 代碼 : HS 許可期限 : 113/04/13
台技水質環保科技檢驗室
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685號11樓
(02)28345800
(02)28330091

HU(經濟部水利署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水質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許 可 號: 091 代碼 : HU 許可期限 : 113/06/29
檢驗室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水質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安南區安明路三段500號5樓
檢驗室電話: 06-2371938#261
檢驗室傳真: 06-3840208

HV(台灣思百吉噪音振動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思百吉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92 代碼 : HV 許可期限 : 108/08/16
檢驗室名稱: 台灣思百吉噪音振動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28號13樓之1
檢驗室電話: 02-25462988
檢驗室傳真: 02-25462989

HW(東典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東典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93 代碼 : HW 許可期限 : 113/08/05
檢驗室名稱: 東典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中心
檢驗室地址: 宜蘭縣五結鄉成興村利工二路99號
檢驗室電話: 03-9900999
檢驗室傳真: 03-9900998

HX(國軍高雄總醫院醫勤組水質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國軍高雄總醫院
許 可 號: 094 代碼 : HX 許可期限 : 113/09/19
檢驗室名稱: 國軍高雄總醫院醫勤組水質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
檢驗室電話: (07)7491159
檢驗室傳真: (07)7490622

IC(輝揚環境檢測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輝揚環境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99 代碼 : IC 許可期限 : 109/01/06
檢驗室名稱: 輝揚環境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888號5樓之4
檢驗室電話: 03-3161590

檢驗室傳真:

03-3466781

IG(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許 可 號: 105 代碼 : IG 許可期限 : 110/11/24
檢驗室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開發路61號
檢驗室電話: 07-3012121
檢驗室傳真: 07-3012897

IH(成大環境分析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許 可 號: 103 代碼 : IH 許可期限 : 109/05/02
檢驗室名稱: 成大環境分析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安南區安明路三段500號
檢驗室電話: (06)3840136
檢驗室傳真: (06)3840960

IJ(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許 可 號: 079 代碼 : IJ 許可期限 : 111/12/26
檢驗室名稱: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檢驗室電話: 07-7358800#3920
檢驗室傳真: 07-7332204

IR(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
許 可 號: 112 代碼 : IR 許可期限 : 111/02/15
檢驗室名稱: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一段532號
檢驗室電話: 03-4834561
檢驗室傳真: 03-4834563

IT(台塑檢驗中心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麥寮分公司
許 可 號: 114 代碼 : IT 許可期限 : 111/05/03
檢驗室名稱: 台塑檢驗中心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台塑工業園區1號之1
檢驗室電話: 05-6811616
檢驗室傳真: 05-6812293

IU(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許 可 號: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5 代碼 : IU 許可期限 : 111/05/03
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30之1號9樓
02-82281355
02-82281358

IW(大同環境檢驗測定研究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17 代碼 : IW 許可期限 : 111/08/27
檢驗室名稱: 大同環境檢驗測定研究中心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40號
檢驗室電話: 02-25984426
檢驗室傳真: 02-25925252#3577

IZ(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27 代碼 : IZ 許可期限 : 111/05/09
檢驗室名稱: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8之8號2樓-1
檢驗室電話: 07-8131867
檢驗室傳真: 07-8131869

JA(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18 代碼 : JA 許可期限 : 112/05/18
檢驗室名稱: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工五路21號
檢驗室電話: 02-22981887
檢驗室傳真: 02-22902510

JB(東昌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東昌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19 代碼 : JB 許可期限 : 112/05/19
檢驗室名稱: 東昌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園西二路6號3樓
檢驗室電話: 08-7626301
檢驗室傳真: 08-7626228

JC(玉群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玉群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20 代碼 : JC 許可期限 : 112/05/19
檢驗室名稱: 玉群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八路210號4樓之1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04-23506159
04-23506327

JF(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012 代碼 : JF 許可期限 : 111/12/06
檢驗室名稱: 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8之4號8樓-2
檢驗室電話: 07-8151591
檢驗室傳真: 07-8151590

JH(森品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森品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23 代碼 : JH 許可期限 : 112/10/13
檢驗室名稱: 森品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燕巢區安林三街18號
檢驗室電話: 07-6162000
檢驗室傳真: 07-6163000

JJ(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組化學分析研究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許 可 號: 002 代碼 : JJ 許可期限 : 110/12/28
檢驗室名稱: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組化學分析研
究室
檢驗室地址: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321號
檢驗室電話: 03-5732940/03-5732587
檢驗室傳真: 03-5732586

JO(芃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芃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29 代碼 : JO 許可期限 : 110/01/09
檢驗室名稱: 芃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228巷279號
檢驗室電話: 03-3210902
檢驗室傳真: 03-3212284

JP(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環境組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許 可 號: 130 代碼 : JP 許可期限 : 110/03/02
檢驗室名稱: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環境組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96之1號
檢驗室電話: 03-4521314
檢驗室傳真: 03-4526583

JR(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暨超微量分析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1 代碼 : JR 許可期限 : 111/04/09
檢驗室名稱: 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暨超微量分析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二十四路32號4F
檢驗室電話: 04-23501158
檢驗室傳真: 04-23501187

JT(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3 代碼 : JT 許可期限 : 112/01/17
檢驗室名稱: 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關廟區關新路二段567號
檢驗室電話: 06-5956868#6001
檢驗室傳真: 06-5956258

JU(兆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兆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4 代碼 : JU 許可期限 : 112/02/24
檢驗室名稱: 兆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56號5樓
檢驗室電話: 02-22180671
檢驗室傳真: 02-22180012

JV(婕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婕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5 代碼 : JV 許可期限 : 112/04/01
檢驗室名稱: 婕克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工業區三十八路210號4樓之6
檢驗室電話: 04-23509981
檢驗室傳真: 04-23507828

JX(嘉興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嘉興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7 代碼 : JX 許可期限 : 112/09/10
檢驗室名稱: 嘉興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81-1號2樓
檢驗室電話: 06-2491118
檢驗室傳真: 06-2491239

JY(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環工生技與分析技術組化學分析研究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25 代碼 : JY 許可期限 : 109/01/06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發展處環工生技與分析技術組化學分
析研究室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1號
07-8021111#3580
07-8051107

JZ(大杰環境科技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大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8 代碼 : JZ 許可期限 : 112/10/23
檢驗室名稱: 大杰環境科技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245號
檢驗室電話: 02-25868135
檢驗室傳真: 02-25868135

KA(睿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睿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39 代碼 : KA 許可期限 : 113/08/17
檢驗室名稱: 睿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一路36號
檢驗室電話: 07-3730626
檢驗室傳真: 07-3730676

KB(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0 代碼 : KB 許可期限 : 109/01/24
檢驗室名稱: 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大社區三中路351號
檢驗室電話: 07-3521515
檢驗室傳真: 07-3542248

KC(金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拷潭水質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金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1 代碼 : KC 許可期限 : 109/02/23
檢驗室名稱: 金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拷潭水質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2-2號
檢驗室電話: 07-7881980
檢驗室傳真: 07-7882290

KE(淇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淇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2 代碼 : KE 許可期限 : 109/02/25
檢驗室名稱: 淇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大社區萬金路349巷21-1號
檢驗室電話: 07-355-1722
檢驗室傳真: 07-355-1723

KG(楠梓污水處理廠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綠山林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5 代碼 : KG 許可期限 : 110/03/16
檢驗室名稱: 楠梓污水處理廠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援港路668號
檢驗室電話: 07-5915668
檢驗室傳真: 07-5915008

KH(佶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佶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6 代碼 : KH 許可期限 : 110/09/07
檢驗室名稱: 佶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四十路34號
檢驗室電話: 04-23590717
檢驗室傳真: 04-23592800

KK(勇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勇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8 代碼 : KK 許可期限 : 111/05/08
檢驗室名稱: 勇鑫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三十七路57號四樓之3
檢驗室電話: 04-23595177
檢驗室傳真: 04-23595172

KL(玉山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玉山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49 代碼 : KL 許可期限 : 111/06/18
檢驗室名稱: 玉山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6號7樓之1
檢驗室電話: 07-8212519
檢驗室傳真: 07-8216258

KM(嘉鋒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嘉鋒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50 代碼 : KM 許可期限 : 111/07/30
檢驗室名稱: 嘉鋒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92號4樓
檢驗室電話: 03-3565652
檢驗室傳真: 03-3563433

KN(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151 代碼 : KN 許可期限 : 111/10/07
慧群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高雄市楠梓區安民街40號
07-3526898
07-5583153

KO(日揚環境工程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日揚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52 代碼 : KO 許可期限 : 111/11/21
檢驗室名稱: 日揚環境工程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1號5樓
檢驗室電話: 02-26948620#21
檢驗室傳真: 02-26948695

KQ(新野科技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新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54 代碼 : KQ 許可期限 : 111/11/22
檢驗室名稱: 新野科技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70巷11號1樓
檢驗室電話: 0286626360
檢驗室傳真: 0286626370

KR(泰禾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泰禾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55 代碼 : KR 許可期限 : 111/12/12
檢驗室名稱: 泰禾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新強街45號
檢驗室電話: 07-7837407
檢驗室傳真: 07-7836258

KS(雄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雄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56 代碼 : KS 許可期限 : 111/12/13
檢驗室名稱: 雄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324-2號
檢驗室電話: 07-3741460
檢驗室傳真: 07-3735074

KW(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60 代碼 : KW 許可期限 : 112/10/10
檢驗室名稱: 昆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觀音工業區工業七路13號
檢驗室電話: 03-4839006

檢驗室傳真:

03-4837511

KX(榮大檢驗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榮工大發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61 代碼 : KX 許可期限 : 112/11/20
檢驗室名稱: 榮大檢驗中心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377巷3號
檢驗室電話: 02-26790579
檢驗室傳真: 02-26790577

KY(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高雄園區污水廠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62 代碼 : KY 許可期限 : 113/01/27
檢驗室名稱: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高雄園區污水廠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路竹區北嶺一路2號
檢驗室電話: 07-6968055#17
檢驗室傳真: 07-6963113

KZ(金門縣自來水廠水質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金門縣自來水廠
許 可 號: 163 代碼 : KZ 許可期限 : 113/03/26
檢驗室名稱: 金門縣自來水廠水質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21號
檢驗室電話: 082-327023
檢驗室傳真: 082-325650

LA(廣大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廣大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64 代碼 : LA 許可期限 : 113/04/28
檢驗室名稱: 廣大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工業區四十一路30號
檢驗室電話: 04-23595668
檢驗室傳真: 04-23595667

LC(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環境保護服務站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許 可 號: 166 代碼 : LC 許可期限 : 113/07/06
檢驗室名稱: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環境保護服務站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經一路50號
檢驗室電話: 07-3638180
檢驗室傳真: 07-3659213

LE(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噪音振動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許 可 號:
檢驗室名稱: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68 代碼 : LE 許可期限 : 113/07/0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噪音振動檢驗室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02-24622192#6079
02-24635666

LH(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0 代碼 : LH 許可期限 : 108/11/12
檢驗室名稱: 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仁林路215號戊棟
檢驗室電話: 07-3741846
檢驗室傳真: 07-3749207

LI(高宇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高宇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1 代碼 : LI 許可期限 : 108/11/20
檢驗室名稱: 高宇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72號8樓之2
檢驗室電話: 07-7252341
檢驗室傳真: 07-7249259

LK(財團法人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科技中心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中山醫學大學
許 可 號: 173 代碼 : LK 許可期限 : 110/02/04
檢驗室名稱: 財團法人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科技中心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研究大樓12樓
檢驗室電話: 04-24730022#11308
檢驗室傳真: 04-36013618

LL(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4 代碼 : LL 許可期限 : 108/12/31
檢驗室名稱: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大雅區科雅路10號
檢驗室電話: 04-25680195#280
檢驗室傳真: 04-25681181

LM(裕山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裕山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5 代碼 : LM 許可期限 : 110/03/13
檢驗室名稱: 裕山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路305號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08-7229909
08-7229266

LN(勁原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勁原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6 代碼 : LN 許可期限 : 110/04/18
檢驗室名稱: 勁原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工業區二十路39號4樓
檢驗室電話: 04-23593515#222
檢驗室傳真: 04-23592825

LO(威龍聯合服務有限公司密閉測試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威龍聯合服務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7 代碼 : LO 許可期限 : 110/11/09
檢驗室名稱: 威龍聯合服務有限公司密閉測試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358號
檢驗室電話: 04-22926123
檢驗室傳真: 04-24253241

LP(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水質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許 可 號: 178 代碼 : LP 許可期限 : 110/12/13
檢驗室名稱: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水質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屏東縣屏東市工業五路2號
檢驗室電話: 08-7230341#8226
檢驗室傳真: 08-7230285

LQ(中欣行(股)公司竹科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9 代碼 : LQ 許可期限 : 111/01/05
檢驗室名稱: 中欣行(股)公司竹科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一路4號
檢驗室電話: 03-5798670#30
檢驗室傳真: 03-5643821

LR(中欣行(股)公司竹南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9 代碼 : LR 許可期限 : 111/01/05
檢驗室名稱: 中欣行(股)公司竹南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苗栗縣竹南鎮科北三路6號
檢驗室電話: 037-585015#32
檢驗室傳真: 037-585395

LS(中欣行(股)公司中科后里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9 代碼 : LS 許可期限 : 111/01/05
檢驗室名稱: 中欣行(股)公司中科后里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中市后里區后科路三段2號
檢驗室電話: 04-25585852#208
檢驗室傳真: 04-25585853

LT(高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高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80 代碼 : LT 許可期限 : 111/01/04
檢驗室名稱: 高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和祥街30號
檢驗室電話: 07-8121871
檢驗室傳真: 07-8121890

LU(建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建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81 代碼 : LU 許可期限 : 111/08/31
檢驗室名稱: 建元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288號
檢驗室電話: 07-3498236
檢驗室傳真: 07-3498263

LV(榮讚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榮讚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82 代碼 : LV 許可期限 : 111/12/26
檢驗室名稱: 榮讚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雲林縣大埤鄉尚義村下崙6號
檢驗室電話: 05-6939455
檢驗室傳真: 05-6936757

LX(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台南園區污水廠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79 代碼 : LX 許可期限 : 111/01/05
檢驗室名稱: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台南園區污水廠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路二段10號
檢驗室電話: 06-5050618
檢驗室傳真: 06-5050616

LY(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許 可 號: 183 代碼 : LY 許可期限 : 113/01/21
檢驗室名稱: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

檢驗室地址:
檢驗室電話:
檢驗室傳真: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163號
06-6357716#605
06-6337387

LZ(群和環安有限公司環檢實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群和環安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84 代碼 : LZ 許可期限 : 113/05/22
檢驗室名稱: 群和環安有限公司環檢實驗室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474巷107-1號
檢驗室電話: 07-6411088
檢驗室傳真: 07-6417088

MA(昇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昇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85 代碼 : MA 許可期限 : 113/05/23
檢驗室名稱: 昇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355號
檢驗室電話: 02-2689-3177
檢驗室傳真: 02-2689-3178

MB(國軍花蓮總醫院水質檢驗室)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國軍花蓮總醫院
許 可 號: 186 代碼 : MB 許可期限 : 113/09/02
檢驗室名稱: 國軍花蓮總醫院水質檢驗室
檢驗室地址: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163號
檢驗室電話: 03-8263151#815110
檢驗室傳真:

MC(開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機構名稱:
開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許 可 號: 187 代碼 : MC 許可期限 : 113/09/03
檢驗室名稱: 開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室地址: 高雄市仁武區京中一街73-1號
檢驗室電話: 07-3712857
檢驗室傳真: 07-3712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