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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 馨療 器材委託製造作業準貝1」 訂定草案 ,業 笙本部於

ヤ羊民國109年 H月 5日 以衛授食字第1091609310坑公告

預を '請査照並韓次口所属 。

説明 :旨 掲公告請二衛生稲オ1部 食品梁物管理署(鋼 址 :http://

www.I‐da.gov.tw)え「本署公告」白行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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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ヽ台湾署療器材門市公晨協含 中ヽ事民国讐事検
~ 1   ~ 

撃 霊含
會仝 國聯 合含 ｀台湾警療 璧上を 器材工 業同業公合 ヽ
平  ,ヽ  人  入  ‐ 磁  入  人     き  ,, を

'y 
ま  .● ユ モ 斗 r■ 412 ,ヽ  人

商業同業公含仝 國聯合合 ヽ皇」ヒ市書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わヽヒ園市害療 器材 商

業同業公含 ヽ畳ヤ市害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彰ヽイし縣讐療 器材南業同業公合 ヽ

嘉義市警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ヽ台高市宣轄市害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畳ヽ高市

警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ヽ高雄市害療器材商業同業公含 ヽ高雄市五轄市警療 器

材商業同業公合 ヽ合清省讐療 器材商業同業公含聯合含 屏ヽ東絲讐療器材商業

同業公含 ヽ台メし市美国商含政府及公共事務部 欧ヽ洲在合商務協含 ヽ台ヨし市 日

本工南含 社ヽ国法人ヤ羊民國助来 器同業l・1谷協追合 ヽ十■民国助聰器商業同

業公含仝國聯合含 ヽ台ゴし市助聰 器商業同業公含 桃ヽ園系助聰 器商業公含 ヽ台

ヤ市助聰器商業同業公含 彰ヽイヒ絲助聰器商業同業公含 ヽ高雄市助聰 器商業同

業/AN合 ヽ台清省追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含 新ヽ Jし 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合 桃ヽ

国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ヽ台ヤ市追出口商業同業公合 ヽ台ヤ縣進出口商業同

業公含 ヽ台占市追出口商業同業公含 ヽ台占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含 高ヽ雄市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含 ヽ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合 ヽ台ゴヒ市国際工育協含 ヽ台湾
生物産業委晨協合 ヽヤ羊民国生物産業公晨協含 ヽ台清先進警療科技公晨協

含 ヽヤ準民國儀 器商業同業公含全国聯合含 ヽ量ゴ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含 桃ヽ 園

市儀 器商業同業公含 新ヽ竹市儀 器商業同業公合 昼ヽヤ市機 器商業同業公合 ヽ

幕義市機器商業同業公合 ヽ台高市機器商業同業公含 ヽ高雄市儀器商業同業公

含 社ヽ国法人ヤ羊魚菌製齊1協 含 ヽ台湾橡膠費弾性殖工業同業公含 ヽ台湾省橡

膠製品商業同業公合聯合含 ヽ台湾省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含聯合含 ヽ台湾匡塑

膠製品工業同業公含 ヽ十■民國眼鏡公晨協含 ヽ台湾 E眼境工業同業公含 ヽ台

Jし 市眼境商業同業公含 ヽ台清省鐘崇眼鏡商業同業公含聯合含 ヽ高雄市鐘鰊眠

境商業同業公合 ヽ台済生技讐療照護輔具協含 ヽ台湾端具産業企晨協含 ヽ台湾

求

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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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口腔生物fI技 費警療 器材産業会晨促造協合 ヽ台湾牙科器材同業交流共公五協

合 ヽ台清E電 気工業同業公合 ヽ台Jし 市電器商業同業公合 ヽ台湾匡電器商業同

業公合 ヽ台湾匠自行単輸 出業同業公合 社ヽ同法人電動代歩阜協上含 ヽ台湾臨

末栓験標準協 含 ヽ台」し市生物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合 ヽ台清製柔工業同業公

含 ヽ中羊民国西架南業同業公含全国聯合 合 ヽ台清省凸柔商業同業公含聯合

合 ヽ台湾害薬品法規學合 ヽ中羊民国金渇家具商業同業公含全国聯杏合 ヽ中幸
生物讐學工fi協 進合 ヽ中羊民国生物書學工程學含 ヽヤキ民国語南′む理師公合
仝國聯合合 ヽ中羊民国牙害自T公 含仝國聯杏合 ヽヤ手民国千吸治療師公合仝國

聯合合 ヽ中半民國物理治療師公含全国聯合合 ヽヤ羊民国語言治療師公含全国

聯合合 ヽヤ羊民国誉養師公含全国聯合合 ヽヤ幸民国職能治療自T公合全国聯合

含 ヽ中羊民国詫力師公含仝國聯谷合 ヽ十羊民国験光師公含全国聯合含 ヽヤ幸
民国助産師助産士公含全国聯合含 ヽヤ羊民国ヤ害暑院誓聯合診晰協含 ヽヤ華
民國公立讐院協含 ヽ十羊民國匡戌書院協含 ヽヤ羊民国暑院矛科協含 昼ヽ済図
際安全昏院學合 ヽ台湾害院整合讐學學合 ヽヤ

=民
国無店面零告商業同業公

含 貝ヽオ国法人全渇工業研究委晨 中心 員ヽォ曰法人台漕商品栓滑l験證 中心 財ヽ国
法人工業技 ittT研 究院量演」技術公晨 ヤむ 貝ヽオ曰法人生物技術開公 ヤむ ヽ台湾匡

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合 ヽ台湾科學工業国E科學工業同業公合 貝ヽオ回法人 白行
阜璧lt康 科技工業研究公晨 ヤに ヽ台湾柔物臨未研究協含 ヽ台」し市西梁商業同

業公含 ヽヤ手民國 F・l蒼′
l■ 製薬研 究協含 ヽヤ華民国製柔蒼晨協會 ヽ台湾害院協

含 衛ヽ生福オ」
=「

法丸合 立ヽ法委 員二婉諭国含丼公宣 立ヽ法委 員具斯懐 E・La含丼
公宣 立ヽ法委 員llt淑 芥國含辮公室 立ヽ法委員

`「

慕源國含丼公室 立ヽ法委員洪

中翰國含辮公室 立ヽ法委員徐恙業国含辮公室 立ヽ法委 員張育美國含辮公室 ヽ

立法委員荘競在国含舛公宣 立ヽ法委員床誉國含辮公室 立ヽ法委員昔秀芳国會

辮公室 立ヽ法委 員場曜國含排公室 立ヽ法委員滲婉汝國含辮公室 立ヽ法委員ぢ|

定国図會書公宣 主ヽ法委 員暮高安 E・LR ttiVI公 宣 主ヽ法委員諫巧恙國合計公堂 ヽ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え ヽ国家近訛博格委 員合 貝ヽオ園法人十■民国消費者文教基
金合 ヽ台ヨし市進出口南業 l・l業 公合 ヽヤ手民國全図商業絶含 ヽ十羊民国全国エ

業
`9含

貝ヽオ国法人塑膠工業技術委晨 中心 貝ヽオ図法人讐柔品査験 ヤ′む 財ヽ国法
人書柔工業技術養晨 ヤ,む ヽ台湾研会型生技新架杏晨協含 ヽ台湾架品行鉗璧管
理場合 ヽ中幸民國凸梁代理商業 F・l業 公合 ヽ台」ヒ市西架代理商業同業公合 ヽヤ

羊民国讐事及射師公合全国弔

`合

合 ヽヤ羊民国暑白,公含仝國聯合合 ヽヤ事民國
来師公含仝國聯合合 ヽヤ羊民図霞理師護士公含仝國聯合含 ヽ台湾社匡書院協
合 社ヽ国法人昼清健康書院學合 衛ヽ生福オ1部 食品柔物管理署讐療器材及イし柱
品れ 衛ヽ生福利部食品柔物管理署企富1及料技管理れ 地ヽ方政府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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