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局認可國內品管驗證機構 

 

1.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W-SGS） 

認可範圍：「4.紡織及紡織製品」、「7.紙漿、紙及紙製品」、「12.化學品、

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品」、「15.非金屬礦物製

品」、「16.水泥、混凝土、石灰、石膏等」、「17.基礎金屬及加

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19.電機及光學設備」及「23.

其他製造業」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8/4/1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工路 136之 1號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新版證書 1106    

 

2. 優麗國際管理系統驗證股份有限公司(TW-DQS) 

認可範圍：「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品」、「17.

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及「19.電機及

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9/8/30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西路 23號 8樓 

舊版證書樣本 2008年版 

 

新版證書樣本 2008年版 

新版證書樣本 2015年版     新增證書樣本 2015年版(有 IAF標誌) 

 

3. 立恩威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TW-DNV） 

認可範圍：「7.紙漿、紙及紙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

橡膠及塑膠製品」、「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及「19.

電機及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7/12/27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段 293號 29樓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8508389472.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8508389472.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6916650574.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0546559054.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71311559659.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438524180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4385332008.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474533587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93842227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9385209396.pdf


 

4. 香港商英國標準協會太平洋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TW-BSI） 

認可範圍：「4.紡織及紡織製品」、「5.皮革及其製品」、「6.木材及其製

品」、「7.紙漿、紙及紙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

「14.橡膠及塑膠製品」、「15.非金屬礦物製品」、「16.水泥、

混凝土、石灰、石膏等」、「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

機械及設備」、「19.電機及光學設備」及「23.其他製造業」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8/9/28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9號 5樓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2008年及 2015年新版證書    
 
對中國大陸及境外地區證書 

 

5. 香港商漢德技術監督服務亞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TW-TUVAP） 

認可範圍：「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品」、「15.

非金屬礦物製品」、「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

及設備」及「19.電機及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7/12/27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段 333號 9樓 A1室 

證書樣本     證書樣本 10612 

 

6. 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TW-UCS） 

認可範圍：「4.紡織及紡織製品」、「6.木材及其製品」、「7.紙漿、紙及紙

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

品」、「15.非金屬礦物製品」、「16.水泥、混凝土、石灰、石膏

等」、「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19.

電機及光學設備」及「23.其他製造業」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8/7/28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21號 4樓之 1 

新版證書 10611       

  舊版證書 

7. 英商勞氏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TW-LRQA） 

認可範圍：「14.橡膠及塑膠製品」、「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

機械及設備」、「19.電機及光學設備」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3953128972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703136087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4921992.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1825971776.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52222107897.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2543110104.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0546640927.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0546640927.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0546640927.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73324542893.pdf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9/10/15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 2段 96號 10 樓 1008室 

舊版證書樣本 

新版 2008年版單一廠區證書樣本 

新版 2008年版多廠區證書樣本 

2015年版單一廠區證書樣本       2015年版多廠區證書樣本 

 

8. 艾法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TW-AFNOR） 

認可範圍：「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品」、「15.

非金屬礦物製品」、「16.水泥、混凝土、石灰、石膏等」、「17.

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19.電機及光

學設備」及「23.其他製造業」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8/7/4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 102號 19樓之 1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9. 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TW-TUV） 

認可範圍：「6.木材及其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

膠及塑膠製品」、「15.非金屬礦物製品」、「16.水泥、混凝土、

石灰、石膏等」、「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

設備」、「19.電機及光學設備」及「23.其他製造業」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7/5/26 

地址：臺北市八德路 4段 758號 11樓  

證書樣本     2008 年修正版 (10605)   2008 年最新版 (10606)     

2015年版(10606) 

 

10.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TW-MIRDC) 

認可範圍：「4.紡織及紡織製品」、「5.皮革及其製品」、「6.木材及其製

品」、「7.紙漿、紙及紙製品」、「10.焦炭及石油煉製品之製

造」、「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品」、

「15.非金屬礦物製品」、「16.水泥、混凝土、石灰、石膏等」、

「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19.電

機及光學設備」及「23.其他製造業」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3676831684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4385963049.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4385543574.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1825736787.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1825814789.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41251250484.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41251250484.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7031318700.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3676924905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1838982176.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183905645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1839173726.pdf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7/7/7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 1001號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2008年及 2015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證書樣本多場區 2008及 2015年版 

 

11.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TW-ETC) 

認可範圍：「4.紡織及紡織製品」、「5.皮革及其製品」、「7.紙漿、紙及

紙製品」、「14.橡膠及塑膠製品」、「15.非金屬礦物製品」、「16.

水泥、混凝土、石灰、石膏等」、「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

品」、「18.機械及設備」及「19.電機及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7/9/24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 29巷 8號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12. 嘉特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TW-URS） 

認可範圍：「7.紙漿、紙及紙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

橡膠及塑膠製品」、「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

及設備」及「19.電機及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7/9/27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5段 609巷 20號 7F-9 

證書樣本 2008年版 
 
證書樣本 2015年版 

 

13. 亞瑞仕國際有限公司(TW-ARES) 

認可範圍：「4.紡織及紡織製品」、「6.木材及其製品」、「7.紙漿、紙及紙

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橡膠及塑膠製

品」、「15.非金屬礦物製品」、「16.水泥、混凝土、石灰、石膏

等」、「17.基礎金屬及加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19.

電機及光學設備」及「23.其他製造業」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8/3/24 

地址：臺南市南區惠南街 103號 1樓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51959600516.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523240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73143438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239215601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6975888033.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9384511587.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6915324282.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88509923749.pdf


證書樣本  

2008年舊版      2015年舊版          2015年新版 

 

14. 台灣衛理國際品保驗證股份有限公司（TW-BV） 

認可範圍：「7.紙漿、紙及紙製品」、「12.化學品、化學製品及纖維」、「14.

橡膠及塑膠製品」、「15.非金屬礦物製品」、「17.基礎金屬及加

工金屬製品」、「18.機械及設備」及「19.電機及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8/9/5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16號 3樓 B室 

證書樣本    2008年多廠區版   2015年單廠區版   2015年多廠區版 

2008及 2015年版新版證書(10608)    

2008及 2015年新版證書(10610)   

 

15.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TW-TERTEC) 

認可範圍：「19.電機及光學設備」 

認可有效期限：至 109/6/27 

地址：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榮工南路 6-6號 

證書樣本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539625569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539625569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539625569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4505686.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4571640.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65887265872.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6306099.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63845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499736444211.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1826147170.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8376644685.pdf
http://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0647565572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