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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
400家實驗室
30,000名員工
每月執行3000萬筆檢測。
維護世界安全是我們的使命。
這些數字讓歐陸的故事脫穎而出。三十年來，我們的成長規模
達到 3 千倍；如今，我們有 3 萬多名員工，實驗室總面積達到
40多萬平方公尺，年收益超過30億歐元。自從20年前首次公
開募股至今，我們的股票在市場上不僅大幅領先競爭對手，
股東總報酬率更是傲視全球。一項近期發表的研究指出，過去
二十年來，歐陸的股票表現領先歐洲，同時名列世界前茅。在
食品、醫藥產品及環境檢驗領域，我們是公認的世界領導品
牌；而在新興的專業臨床診斷檢驗領域，我們更是快速成長的
後起之秀。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數字背後所代表的人們。我們的工作團隊
日日鑽研，致力提供解決方案，創造更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而有賴於我們全球實驗室網絡所提供的檢測分析服務，數百萬
人得以使用安全的產品、呼吸乾淨的空氣，並享受更健康的生
活。我們很自豪能有這些成就，而這也是我們慶祝歐陸成立
三十周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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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檢驗守護

生命
我們呼吸的空氣、食物、飲水、日常用品，以及生病時仰賴的診斷
技術、治療方法與藥品，這一切尋常事物，我們都視為理所當然。
在日常生活當中，很少人會查覺到是這些複雜的程序、科學探索及
嚴密的檢測，為我們與周遭環境提供安全的保障。
身為分析檢驗領域的世界領導品牌與創新研發者，歐陸就像一位沉
默的英雄，面對這瞬息萬變又高度複雜的世界，為您擋下各種危
害。我們不斷進行創新研發並隨時保持警覺，讓您得以放心信任各
種商品、藥物及居住的環境。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您身邊，守護您與
家人的安全，並營造更美好的世界。
日復一日，我們用檢驗守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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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讓人人享有
美好生活的願景
歐陸於 2017 年邁入第三十周年，但是我們依然充滿年輕活力，並
相信這是值得慶祝的理由。然而我們並非只是標記過往的歲月，更
要表揚這三十年來努力的成果，以及我們每天所做的改變。
我們要向所有曾協助我們締造成功故事的傑出夥伴致敬。
我們也要讚頌我們的願景：讓地球上的每一份子享有健康安全的生
活，以及我們為實現這項願景所做的貢獻。

1987

1997

®

SNIF-NMR
技術突破

2002

一項開創性技術起步，使公司成為用檢驗守護生命的全球品牌
打從一開始，歐陸便滿懷熱忱地使用尖端
科技來提升消費產品的安全性和確認真
偽。 1987 年， Gilles Martin 買下一項開創
性檢測技術的所有權。這項技術由南特大
學（ University of Nantes ）教授 Gérard
Martin 和 Maryvonne Martin 所研發，其能
利用核磁共振原理，檢測出釀酒過程中是否
為提高酒精濃度而添加糖分。接下來幾年，

2005

這項專利技術 SNIF-NMR® 也用於檢測果
汁、天然香料及其他無酒精飲料，揭穿傳統
方法檢測不到的精密詐欺。時至今日，即使
過了三十年， SNIF-NMR® 在特定類別摻
偽的檢測上依然無人能及，每年仍會帶來約
100 萬歐元的營收。此後，歐陸屢屢成為世
界先鋒，研發對日常生活有所裨益的新檢測
技術。

2017

1987 - 1997

1997 - 2001

2002 - 2004

2005 以後

創業階段

拓展技術項目

建置基礎設施

成為全球標竿

1987年公司成立，並購得開創性檢測技術
SNIF-NMR®的所有權。這項技術可以檢
測出釀酒過程中是否添加了糖分。1988年
與1989年間，該技術被用來檢測其他產品

1997年，我們在巴黎首次公開募股，這使

這段期間我們建置了基礎設施，以支援公
司發展並提升客戶服務，為往後奠定基
礎。我們設立規模更大、生產力更高的據
點，讓歐陸能透過規模經濟提高銷售量與
利潤，同時整合 IT 平台也為這家現在跨足
全球的企業提供後勤優勢。儘管我們成長
快速，卻依然懷抱創業時對於創新與開創
性科技的熱情，因此我們將實驗室打造培
育英才及資助研發工作的頂尖中心。

透過併購與在各國開設實驗室，我們不斷
擴展全球網絡以滿足客戶需求。截至2017
年底，我們在五年內創立 100 家實驗室。
目前我們在六大洲擁有 400 多家實驗室，
產品組合中有超過15萬種檢測方法，並擁
有3萬多名員工。

的來源與純度，例如果汁與天然香料。

我們有足夠資金快速擴張版圖。我們的策
略是要找一流的實驗室合作、招攬菁英，
並投入最卓越的技術，以利在食品、製藥
及環境檢測等核心市場上取得領先地位。
2001 年之前，我們已在 8 個國家設立據
點，並擁有50多家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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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檢驗守護生命
歐陸無所不在

凡是需要對能促進健康的資源、產品及製程加以釐
清確認之處，都能發現歐陸的蹤跡。
我們絕不安於現狀。歐陸不斷地提出質疑、挑戰及
摸索，致力於尋求更好的替代方案，以及更有智慧
的解決方法。
此外，拓展我們能力極限的不只是科技，我們也持
續努力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包括即時訂購服
務，以及24小時內完成的檢驗時間。

食品與飼料檢測

生物製藥服務

農業科技服務

消費品檢測

您可以信賴的食物

用生命守護生命

建立對農業科技的信心

您可以放心使用的產品

身為該市場中的世界領導品牌，我
們需檢測數千個食品供應鏈中各階
段的安全性、真實性與品質，從農
場上的作物與家畜，乃至於商店或
餐廳裡販售的餐食，無所不包。

由於生物藥理學的卓越進展，人類
得以利用生命體自身的組成物對抗
致命疾病，例如基因、幹細胞、病
毒操作等等。我們提供創新的檢測
方式，用以檢測生物製藥的安全性
與有效性。

世界人口預計在 2050 年左右會達
到 100 億，但是地球上的土地與海
洋資源卻是有限的。也因此眾人開
始求助於農業科技，希望以創新的
方式解決這個最古老的問題：「我
們可以吃什麼？」從實地農場到研
究機構，歐陸正在協助這些單位找
出解答。

身為產品設計者、製造廠商、經銷
商、零售商與消費者，該如何確定
我們接觸或日常使用的產品是否符
合必要的品質與安全標準？唯有透
過嚴密的檢測、認證與諮詢才能知
道。我們可在世界各地數百個不同
的監管機構提供上述服務。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食品與飼料檢
測資訊，請至www.eurofins.com/

food-and-feed-testing/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生物製藥服務
資訊，請至 www.eurofins.com/

biopharma-services/
環境檢測

保護地球環境

臨床診斷

我們呼吸的空氣、飲水，以及我們
賴以維生的土壤－歐陸的檢測服務
能幫助各種公司行號、非政府組織
與政府機關，確保這些珍貴的地球
資源能永續保留給後代子孫。此外
身為世界領導品牌，我們向來能以
更實惠價格提供更多保護。

開創診斷新局面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環境檢測資
訊 ， 請 至 w w w. e u ro f i n s . c o m /

environment-testing/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農業科技服務
資訊，請至 www.eurofins. com/

agroscience-services/

臨床診斷檢測在70%的醫療決策中
扮演關鍵角色。我們創新的檢測技
術能幫助臨床醫師做出最佳決策，
為病患提供更好的治療效果，包括
確保提供更好的療程、讓容易罹患
特定遺傳疾病的患者重拾信心，或
是為懷孕婦女提供非侵入性的產前
檢測。

基因與法醫鑑識服務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臨床診斷資
訊 ， 請 至 w w w. e u ro f i n s . c o m /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基因與法醫鑑
識服務資訊，請至 www.eurofins.

clinical-diagnostics/

com/genomic-services/ www.
euroﬁns.com/forensic-services/

領先群倫的DNA技術
DNA 定序、 DNA 合成，以及其他
相關技術與檢測能幫助人類在許多
領域創造顛覆以往的突破性發展，
像是醫療診斷與食品製造領域。我
們是這個領域的世界領導者與開拓
先鋒。

如欲進一步了解歐陸消費品檢測
資訊，請至 www.eurofins.com/

consumer-product-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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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歐陸全球佈局

隨時在身邊守護客戶

歐陸是擁有明確使命與動機的企業。我們想讓世界變得更安全美好，因
此致力讓每個有需要的人都能使用頂尖的實驗室檢測技術。

54
個據點

地點（由上到下）：
巴西因達亞圖巴
中國蘇州
英國伍爾弗漢普頓
美國蘭開斯特
丹麥瓦伊恩
美國聖查爾斯
德國漢堡
法國韋爾熱茲

歐洲

302

6,808
名員工

名員工

名員工

47

個據點

10

個據點

歐陸針對大多數分析領域成立了專業的能力
中心，提供世界級的技術、工具與流程，
並開放讓我們所有的實驗室取用。這表示
無論我們的客戶位在世界何處，都能透過
Eurofins網絡取得頂尖的專業技能與技術。
而在這項全球網絡的背後，有尖端 IT 系統與
物流後勤能力支撐，因此能為每位客戶提供
流暢無阻的服務。

20,484

個據點

北美洲

我們認為在客戶有需求的地方待命是至關重
要的事，因此我們在橫跨六大洲的 41 個國
家設立 400 個據點，並且仍在不斷擴展，增
加新的作業單位，以滿足日漸增長的客戶需
求。

3,488

亞太地區

流暢無阻
的服務。

南美洲
如欲進一步了解我們的全球據點資訊，請至：

www.euroﬁns.com/contact-us/worldwide-interactiv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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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陸集團在全球的大型實驗室

Eurofins Nantes (France)

Eurofins Lancaster (USA)

Eurofins Bangalore (India)

Eurofins Breda (The NL)

Eurofins Hamburg (Germany)

Eurofins Indaiatuba (Brazil)

Eurofins 在台灣（新北市）

Eurofins的全球據點

Eurofins Louisville (USA)

Eurofins Saverne (France)

Food

Clinical

Environment

BioPharmaceutical

12 歐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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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分析的世界翹楚
歐陸全方位分析服務
守護人類健康與安全
Eurofins Scientific 為全球生命科
學公司，為各類產業客戶提供多種
特殊分析檢驗服務。歐陸集團為食
品、環境及生物製藥 製藥產品檢
測的世界領導品牌，同時也是農業
科技、基因體學、新藥研發與中央
實驗室服務等全球市場的佼佼者。
此外，在歐美地區專業臨床診斷領
域，歐陸更是不容小覷的崛起新秀
之一。

全方位服務與卓越
的專業知識
歐陸是檢驗領域中的世界領導
者，擁有遍布全球的先進實驗室
網絡，以及橫跨六大洲的營業據
點。歐陸集團提供超過 13 萬種通
過驗證的分析方法組合，用以評估
生物物質與產品的安全性、鑑別、
成分、真實性、來源及純度，也能
用於創新臨床診斷。透過研發、引
進授權與併購，使歐陸集團擁有最
新研發科技，能為客戶提供特殊的
實驗室解決方案，以及最全方位的
檢測方法。

致力提供卓越品質
與優良客戶服務
歐陸集團致力提供最高品質的服
務、及時準確的檢測結果，以及可
應客戶要求提供高級專家的專業建
議。準確可靠的檢測數據能協助客
戶做出正確的風險決策，符合其益
發嚴格的品質及安全標準，以及法
規機構與日俱增的要求。

市場領導者持續不懈
的創新研發與支援
很少有檢測實驗室能夠集高度專
業知識、領先技術、重視品質與
客戶服務等多項優點於一身，這
使歐陸在許多涉足領域中成為受
青睞的實驗室合作夥伴。此外歐
陸也投入大量資金於創新研發、
技術、IT、後勤與產能，因此能處
理極為龐大的樣本量，確保讓客
戶能以合理的價格享受高標準的
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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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多方位專家」的優勢
歐陸與許多國際客戶發展出非常緊密
的長期合作關係。對其而言，歐陸
是能力優秀的「一站式檢測服務供應
商」。歐陸不僅如一般通才公司，能
提供範圍廣泛的分析服務，更是其多
數涉足領域的專才。儘管並非所有歐
陸實驗室都能達到如此精深的專業水
平，但是在每個重要領域中，歐陸集
團都有至少一家國際公認的專家級實
驗室。透過一流的後勤與資訊技術，
所有的歐陸實驗室都能提供這些專業
技術，因而使歐陸成為「多方位專
家」。

廣泛的服務項目、無比豐富
的經驗與資料庫
我們的全球實驗室網絡雖然奠基於
30 多年的營運經驗，但是其中最老
的實驗室已經成立超過 150 年。憑藉
多年來累積的經驗、專業技術以及分
析特性與性質資料庫，讓歐陸脫穎而
出，有效支援客戶所需。

除了分析方法與技術，
更進行創新研究
客戶期望我們成為分析技術領導者，
對新的問題搶先提出解決方案。因此
歐陸每年投入大量資金來進行研發、
科學與技術人員訓練，以及購置最先
進的實驗室基礎設施與設備；此外，
我們也同樣著重於投資 IT 、程序及後
勤系統的優化。這些領先業界的投資
能讓客戶享有許多優勢，例如更短的
檢測時間 – （有些分析項目甚至可在
24小時內完成），以及安全的即時訂
購服務，包括透過安全的專屬網路解
決方案取得檢測結果。

貫徹執行嚴格標準，
造就市場領導品牌
歐陸致力於讓所有檢測服務達到最高
品質，並讓整個實驗室網絡貫徹執行
這些嚴格標準。
這項策略使歐陸在食品與生物製藥
製藥檢測市場佔有領導地位，同時在
環境檢驗服務、新藥研發、基因改造
食品（ GMO ）檢測與戴奧辛檢測市
場也領先群雄。同樣的方法也讓歐陸
在農業科技、基因體學與中央實驗室
服務領域成為全球市場領導者。

熟知當地市場與相關法規

資訊網絡與研發資源

歐陸專精於種類繁多的實驗室檢測
服務，這表示我們有足夠的能力為
客戶提供建議，以協助理解並遵循
多數主要市場的當地法規。

歐陸的全球佈局使我們能隨時掌握
重大的最新資訊（食安問題、新的
法規等），進而根據這些資訊調整
檢測服務項目，並即時向客戶告知
最新動態（快速警示系統）。我們
的研發活動採用全球協調同步的模
式，因此世界各地皆能跟進，快速
部署最新技術。

我們的專業分析技術也受到各方管
理機關與政府機構的認可，英國即
屬其中一例，歐陸在此提供了國內
最大型的政府分析員（PA）服務。

客戶享有高成本效益與更高
的投資報酬率
在匯集各專門項目的能力中心
（Competence Centre）國際網絡
中，歐陸全面採行標準化流程，讓
客戶能享受一致、可靠且快速的服
務。歸功於龐大的分析量、相關經
驗與規模效應，歐陸能以合理價格
提供品質卓越的分析服務。加上歐
陸所具備的專家經驗，以及專屬資
料庫中累積的廣泛知識，我們能協
助客戶更有效地管理安全與品質預
算，讓客戶的分析檢測花費發揮最
高效益。如此一來，客戶即可降低
風險並提高收益，並獲得更高的整
體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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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匹敵的食品檢測服務項目
匯集專業知識的能力中心

在地實驗室具備全球專業知識

食品檢驗技術在過去十年突飛猛
進，各個專業領域都需要先進的設
備與經驗豐富的人才，並隨之產生
技術、基質或產業特定的挑戰及
法律問題。因此歐陸創立了能力中
心，匯集全歐陸集團的專業知識與
樣本，研究領域涵蓋真實性與來源
管控、農藥、戴奧辛與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有機 無機的微量殘餘物
與污染物、維生素、碳水化合物與
膳食纖維、黴菌毒素、重金屬與微
量元素、殘餘禽畜藥物、輻射、食
品接觸材料、過敏原檢測、基因改
造食品（ GMO ），以及更多族繁不
及備載的專精領域。

歐陸的全球實驗室網絡造就兩全其
美的營運方式。客戶能就近在當地
的實驗室取得服務，同時受惠於鑽
研特定分析難題的實驗室所提供的
專業知識。舉例而言，無論是擁
有 200 名員工的農藥分析專門實驗
室，或是配備超過 15 台高解析度質
譜儀的戴奧辛實驗室，兩者很可能
都曾遇過某個相同的問題。

把風險降至最低
食安問題對任何食品公司或零售商
而言都是巨大的危機。歐陸的每一
間商業實驗室都能提供最低偵測極
限及範圍最廣泛的分析物，我們能
確保選用全方位檢測方案的客戶免
受下一次食安問題的影響。我們足
跡遍布全球，參與許多產業與法規
主管機關，因此能夠預先向客戶
告知重大資訊，並取得最新分析方
法。

專業諮詢
分析報告通常包含大量數字，令人
無從讀起。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針
對精選的重大分析法回答相關問
題，並解釋報告中最重要的結果。
此外也會針對以下事務提供建議：
標籤、感官評估、現場衛生與過敏
原檢查，以及培養食品供應鏈的追
蹤概念。

歐陸食品檢驗在台灣為您提供服務
實驗室於2017年7月在屏東縣內埔鄉成立，並於2018年7月擴大服務據點在新
北市五股成立新的辦公室與實驗室。目前聘僱員工約100名，由專業的檢驗技
術人員組成，提供衛福部公告及CNS等方法檢測服務，已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TFDA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的食品檢驗機構ISO17025認
證實驗室。

目前實驗室可以執行：
農藥殘留： TFDA 公告方法五 373
項、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農藥、
Eurofins 農藥套裝 520 項、雞蛋及
雞肉中芬普尼殘留等。
動 物 用 藥 ： 多 重 動 物 用 藥 殘 留 48
項、氯黴素類、四環黴素類、硝基
呋喃代謝物、乙型受體素、抗生素
及其代謝物多重分析 16 項、孔雀綠
及還原型孔雀綠等多項動物用藥殘
留檢驗方法。
食品添加物：防腐劑、甜味劑、抗
氧化劑、色素、漂白劑及保色劑。
食品微生物：總生菌數、大腸桿菌
群、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金黃
色葡萄球菌、綠膿桿菌等多項微生
物檢驗。
重金屬：水產品重金屬－甲基汞、
無機砷、鉛、鎘；蛋品重金屬－
鉛、銅；油品重金屬－砷、鉛、
汞、銅及食品添加物重金屬（以鉛
計）或其他單項重金屬等。
食品汙染物：塑化劑、三聚氰胺、
順丁烯二酸及銅葉綠素等
其他：營養標示、CNS品質項目等

實驗室目前設有LCMSMS、
GCMSMS 、 HPLC 、 GC-FID 、
ICP-OES、ICP-MS及PCR等先進
高端的檢驗儀器，並且承接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漁業署及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等相關委託計畫。
台灣當地實驗室可以提供更快速的
測試時間及符合台灣公告檢驗方法
的需求，針對台灣食安法的要求，
替客戶進行強制檢驗及風險監控。
歐陸食品檢驗將結合全球 Eurofins
集團及台灣實驗室的檢驗服務，提
供客戶更全方面的專業服務，包含
各地包含台灣的相關法規、標示審
查等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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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健康與環境的守護
乾淨和安全的環境是維持健康和生
活品質的先決條件。歐陸集團致力
於提供企業、環境工程顧問及政府
機構全球領先的檢驗、監測和諮詢
服務。我們的環境檢驗實驗室持續
關注最新的法律規範，並使用最先
進的檢驗方法對飲用水、地下水、
海水、土壤、沉積物、空氣和生物
體進行檢驗分析，評估其品質和對
健康及環境的影響。

符合法規要求
歐陸集團協助企業及承包商監控汙
染物的逸散與排放，證明其符合法
律法規的規範。我們提供相關污染
物的分析服務，以確保建築環境和
工作環境條件的安全。

在台灣的環境檢驗服務
微量危險物質檢測
歐陸集團提供國際間通用的檢測方
法，測試範圍廣泛涵蓋包含農藥、
代謝物及其他的危害物質。我們在
戴奧辛檢驗上一直是世界的領導
者，具有分析此類微量物質和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 POPs ）的最先進
技術。我們所發表的數以百計的科
學期刊證明了歐陸在這領域的專業
知識和研發能力。我們的土壤及水
質分析套組和空氣污染監測設備 ( 室
內或環境空氣 ) ，使我們能在世界任
何地方進行分析操作及提供後續的
檢測服務。

值得您依賴的準確結果
環境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對於正
確評估潛在的健康風險至關重要，
基於正確的假設和分析數據，能確
保高成本的環境整治措施達到預期
成效。歐陸集團格外重視環境分析
數據的品質，我們很自豪表示，歐
陸集團已經被丹麥政府指定為土壤
和水質的國家參考實驗室。

提供消費品安全
作為檢驗新方法的領導者，歐陸集
團持續開發新的測試方法，並且針
對大眾消費品，如：玩具、紡織
品、化妝品、衛生用品、電器、家
具、油漆和地毯進行檢驗，確保產
品能符合相關規範。

安美謙德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及清華
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成立
於 1993 及 1994 年，以提供專業、
準確及高品質之環境檢測服務為主
要營業項目，二家公司先後於 1994
及 1995 年 取 得 環 保 署 環 境 檢 驗 測
定機構許可證（環署環檢字第 056
號與 060 號）迄今已有 20 餘年，並
於 2018 年 1 月共同加入 Eurofins 集
團，成為在台灣環境檢驗事業體之
一員。
目前環境檢驗中心分別位於新竹與
台中，總計聘僱超過 240 名專業員
工，服務據點涵括全台灣，服務對
象遍及國家政府各級機關與民營傳
統製造業、石油化學工業、半導體
製造業與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等
客戶群，年度服務客戶數量約有
1,800 家，檢測量能達 100,000 件
樣品。
清華科技經環保署許可執行之環境
檢測共有9大類別，分別為排放管道
空氣檢測類、非排放管道空氣檢測
類、噪音檢測類、廢棄物檢測類、
土壤檢測類、底泥檢測類、飲用水
檢測類、地下水檢測類與水質水量
檢測類，總計有 634 個環保法規檢
測項目，安美謙德所獲得許可之環
境檢測類別共有 8 種，總計有 361 個
檢測項目。

舉凡排放管道中非甲烷總碳氫化
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粒
狀汙染物；周界大氣中PM10、
PM2.5 、甲醛、多環芳香烴、揮發
性有機物；環境噪音、低頻噪音；
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中重金
屬、揮發性有機物、半揮發性有機
物；土壤中總石油碳氫化合物；底
泥中多氯聯苯；水中總菌落數、有
機氯農藥、塑化劑等環境檢測項目
皆屬於歐陸集團在台灣環保檢驗之
服務範疇。
除主要執行上述法規檢測與環境監
測服務之餘，我們亦能提供客製化
檢測、檢測技術訓練輔導、環保文
書撰寫諮詢與實驗室規劃建置等諸
項專業加值服務，以期能滿足顧客
之全方位檢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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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客戶服務，使我們與眾不同
歐陸的四大核心價值包括品質與誠
信。我們致力於為重視品質的客戶
提供服務；對其而言，可靠的檢測
結果就是關鍵。歐陸認為所謂的良
好品質，就是提供符合 （甚至超
越）客戶期待的服務，因此我們雇
用的員工都具備凡事追求高品質的
熱忱。

良好品質代表卓越服務
對歐陸而言，良好的品質不僅限於
技術規模與可靠的結果，縮短檢
測時間（視需要可在 24 小時內完
成）、卓越的支援服務、法規諮
詢、計劃支援、協助正確解讀檢測
結果，以及支援尋找最適當可行的
做法，這些也都是構成高品質服務
的一環。當然，良好的品質也代表
永保熱忱，致力提升與客戶的合作
關係。

嚴格標準與靈活的解決方案
歐陸的檢測工作遵循國家與國際機
構所訂定與監督的相關認證標準。
我們採用最先進的技術與範圍廣泛
的檢測方法，輔以研發單位的貢
獻，保證能為客戶提供靈活且回應
迅速的服務。除了標準檢測服務，
我們也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來處
理複雜的工作。如有需要，我們也
會提供市場上最低的偵測極限。

使客戶受惠的創新研發
全力守護健康與安全是驅使歐陸從
事研發工作的最大動力。我們追求
創新的文化，源自於想用最具成效
與成本效益的方式，協助確保所有
客戶的產品皆安全無虞。
在我們的能力中心，每年皆會研發
並發表滿足客戶需求的開創性檢測
方法。

專業地位
歐陸對品質的追求，成為我們唯一
最關鍵的成功因素。歐陸專注於為
客戶提供一致的最高品質服務，採
用最先進的分析方法，而我們追求
科技創新，全力提升客戶產品品質
與安全性的熱忱，為我們帶來絡繹
不絕的新客源，現有客戶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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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蒸蒸日上，同時也讓我們受邀
參與專業產業座談會。歐陸的科技
人員參與了 100 多個政府及產業
公會的標準化與技術委員會，例如
AOAC （國際分析化學家協會）、
CEN （ 歐 洲 標 準 化 委 員 會 ） ， 以
及ISO CASCO（國際標準組
織）。

22 歐陸

|

用檢驗守護生命

歐陸

|

用檢驗守護生命 23

吸引卓越人才
我們擁有令人自豪的非官僚體系分權架構，鼓勵領導者展現開創作為
並賦予決策自由。為確保所有公司遵守 Euroﬁns 的精神與價值觀，我
們制訂了詳細的領導章程，明確概述我們期望每位領導者應當展現的
作為與能力：

企業願景
我們的長遠抱負

成為用檢驗守護生命的全球領導品牌。

企業使命
我們存在的原因－企業成立動機

目的

為促進建立更安全健康的世界，我們為客戶提供創新且品質優良的實驗室檢測與
諮詢服務，同時為員工創造職涯發展的機會，並造就永續的股東價值。

企業價值觀
企業理念/我們重視的事

以客戶為重

稱職能力與團隊精神

• 傾聽客戶心聲，提供超越期待的服務，以提

• 雇用優秀的團隊成員與稱職員工
• 投入員工訓練，創造良好的工作機會
• 表揚並鼓勵傑出表現

升客戶滿意度
• 透過我們的各項服務，為客戶提供附加價值

• 尋求創新的解決方案，協助客戶實現目標

誠實正直
品質
• 全面提升作業品質，並及時提供準確結果
• 使用最適當的檢測技術與方法
• 不斷改善或改變作業流程，精益求精

• 從事所有的業務及金融活動時秉持道德素養
• 以尊重的態度對待客戶與員工
• 實行善盡企業責任的環境政策

24 歐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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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聯繫

拜訪我們的全球網站 www.eurofins.com
     台灣網站 www.eurofins.tw
可以提供您更多資訊
訂閱我們的社群網站
@EurofinsGroup
www.facebook.com/EurofinsGroup
www.facebook.com/eurofinstw
www.linkedin.com/company/Eurof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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