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 區號 地址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6號3樓之3

中華民國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 中正區開封街一段105號

中華民國儀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3500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6號7樓

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100 100中正區開封街一段105號

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235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2樓

台中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403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六街22之3號

台灣省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702 台南市文南路316號

彰化縣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511 彰化縣社頭鄉廣新村仁雅巷176號

嘉義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600 嘉義市林森西路91號

台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701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81號

高雄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807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43巷 1號

高雄市直轄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814 高雄市仁武區文學路一段93號

台北市歐洲商務協會 1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85號11樓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助聽器同業聯合協進會 100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25之3號9樓之3

中華民國助聽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1號5樓之7

台北市助聽器商業同業公會 105 台北市復興北路164號7樓之1

桃園縣助聽器商業公會 330 桃園縣桃園市復興路293號1

台中市助聽器商業同業公會 403 台中市西區博館路240號

彰化縣助聽器商業同業公會 50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2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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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助聽器商業同業公會 807 高雄市三民區中山一路311號5F之4

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二號十四樓B座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100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0號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71號6樓

桃園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330 桃園縣桃園市春日路1235-2號3樓

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403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3號7F

台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436 台中市清水區西寧路32-2號

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701 台南市東區成功路50號5樓

台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730 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59巷1號3樓

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830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 15 號 6 樓之 1

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72號4樓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001號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407 台中市工業區38路193號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115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65號3樓

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248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9號7樓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 300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社團法人中華無菌製劑協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1段35號3樓

台北市國際工商協會 105 台北市民族東路610號1樓

台灣口腔生物科技暨醫療器材產業發展促進協

會
821 高雄縣路竹鄉路科五路88號3樓

台北市生物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100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69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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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89號5樓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407 台中工業區工業37路17號

中華民國電動代步車協進會 407 台中工業區工業37路17號

台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108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73號3樓

桃園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33054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277-2號1樓

新竹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30065 新竹市明湖路 650 巷 1 號

桃園縣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330 桃園縣桃園市國強八街31號

台中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403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六街22之3號

台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70173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7 號

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95號4樓之1

中華民國眼鏡發展協會 106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36號3F

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206號2樓

台北市眼鏡商業同業公會 108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210號3樓

台灣省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300 新竹市中山路209號

高雄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 813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98號4樓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管理委員會 11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3樓之1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300 新竹市新安路2號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744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2號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300 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2號

經濟部工業局 106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4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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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生物產業發展協會 115 115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2號H棟7樓之1

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 100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7號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90號6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90號12樓

台灣醫院協會 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9-5號25樓

台灣臨床檢驗標準協會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91號 (實驗診斷科)

台灣藥物臨床研究協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5 巷 5 號 4 樓之 6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114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09號6樓

台灣省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408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3段56巷18號

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 105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28號15樓

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267號3樓

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04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92號9樓

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3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8號6樓

台灣省西藥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403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27巷28號

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 104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92號9樓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 10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88號9F-8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 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1號13樓之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22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260 宜蘭市聖後街 141 號

新竹市衛生局 300 新竹市中正路 12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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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七街 1 號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330 桃園市縣府路 55 號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360 苗栗市國福路 6 號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420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 136 號

彰化縣衛生局 50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162 號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540
南投市復興路 6 號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600 嘉義市西區德明路 1 號

嘉義縣衛生局 512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3 號

雲林縣衛生局 640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4 號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730 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 163 號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701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 418 號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34 之 1 號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900
屏東市自由路 272 號

花蓮縣衛生局 970
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臺東縣衛生局 950
臺東市博愛路 336 號

台灣牙科器材同業交流與公益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11-33號10樓

中華民國儀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23500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6號7樓

台灣先進醫療科技發展協會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號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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