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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產業服務

CRS-化妝品個人護理與家居(CPC H )-委託試驗申請書-2019 美粧安心攻略專案

限時 2019/3/1~2019/6/30 止填妥後，請傳真至地區窗口￭台北：02-22981338 ￭ 台中:04-23592949￭高雄 07-3010860

W eapply fortheabov etes ts andagreethat allthetes ts willbecarriedou t s u bject to SG S T aiwan L ab s u bject T es tings erv iceconditions。本申請

廠商申請上述之檢驗，同意所有試驗依本公司所訂之測試服務條款履行。2.如未附報價單，以本公司定價為主。3.貴客戶所提供的測試樣品，會因

取樣與測試需要，而造成樣品之減損與破壞，且對於送驗之樣品僅保留 3個月 (由送樣日起算)，除非貴客戶另有要求且記載於申請書上，將另作

處置。（依據本實驗室之樣品保存規範）4.本實驗室不於報告中呈現符合性聲明。 5.若樣品(或方法)被判斷為偏離而 貴客戶仍需檢測，將於報告

中載明偏離事項。6.項目標註有"*"者，表通過 T AF或 T FD A 認證，其檢測方法或範圍請參見 T AF或 T FD A 公告之資訊。

版次：1.0 U T IS 委託試驗申請書-U B 化粧品檢測-2019美粧安心攻略專案 發行日期：2019.02.26 U T IS-A-U B -080

申請廠商(Application)：

郵遞區號 郵寄地址(Addres s )：)

電話(T el)： E xt:

傳真(Fax)： 手機號碼:

E-m ail:

連絡人 （正楷填寫）:
申請者應保證所提供資料之真實性及正確性，若有提供虛偽不實之情

形，申請人應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發票公司名稱(Inv oiceT o)：

發票地址(Regis tration Addres s ):

統一編號(Regis tration Add.I/V N o)

電話(T el)： E xt:

傳真(Fax)：

E-m ail:

付款聯絡人(Contact Person):

如發票資料不同於左邊申請廠商，請填寫”付款切結書”

*本公司只提供一種形式的報告，若選二者則酌收報告費用($368(含稅)/份)

報告上需印之資料： 中文報告 英文報告 (請勾選)（若需英文報告，請用英文填寫） 電子檔(免費請提供 E M AIL )

1.報告抬頭廠商及地址：(必選) 同申請廠商 同發票廠商

或 其他抬頭廠商： 地址：

2.產品名稱(Sam pleN am e):(必填)

3. 製造日期:(必填) 有效期限:(必填) 型號/批號:(必填)

4.檢測單件樣品量：(必填) /單位

5.包裝狀態: 完整包裝 散裝(必勾選) 7.生產或供應廠商 (Su pplier):

6.測項及報告使用目的： 自主管理 出口使用 符合政府法規要求(必勾選，若未勾選，視為自主管理)

*必填欄位若未填寫即視為未提供資料，所產生之權利義務影響，將由申請者自負其責

(P.1~P.2申請書與測試附件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詳情優惠測項，請勾選下頁(P.2)測試項目~

※專案注意事項：

1. 本專案優惠時間為 2019/3/1~2019/6/30 止。(需於 2019/6/30(含)前收到樣品為主)

2. 本專案不接受混樣測試及不包含染、燙髮劑類、精油、香水、口紅、指甲油的化妝保養品。

3. 微生物參照衛生福利部公告檢驗方法，且微生物不接受急件.特急件。若同時檢測微生物與其他測項，煩請提供兩瓶(包)以上

之樣品，以避免延誤出報告之時間；如果無法提供兩瓶(包)以上樣品，敝單位將會延 2~3 個工作天，以便其它測項之檢測。

4. 此專案價格皆為含稅金額，新交易與久未交易之客戶需先付清款項，方能執行試驗。

5. 本專案出示報告需與申請書一致之測項。

6. 本專案 SGS擁有變更及保留權益。★因遵照 ISO17025 規範，確保報告完整性，立案確認後無法更改報告原本格式。若需分

開測項出具報告，請協助分開填寫申請書；若於出具報告後反應需分別出示，則需以加發報告方式出具，酌收修改費用

$368(含稅)/份，請知悉★

樣品保存方式 冷凍-18℃ 冷藏 4℃ 室溫

其他 (若未勾選將以室溫保存)
是否退樣 不要 要 (快遞費用由客戶負擔)

普通件７~14工作天 急件(費用加 40%)4~5工作天 □特急件(費用加96%)2~3工作天

**急件.特急件請事先來電預約**PS.收件當天及例假日不列入工作天數

付款方式 現金 匯款(請將匯款單據註明廠商名傳真: 02-2298-1338) 支票(禁止背書轉讓)

報告取法 自取 限掛郵寄 申請人(務必簽名確認)

(此欄位由 SGS 填寫)樣品及檢測方法是否偏離 無 有，偏離原因請說明並通知客戶：

樣品破損 樣品失溫 樣品包裝不符檢測要求 檢測方法非適用方法 檢測方法非最新版本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報告號碼(Report No): Date in: Dat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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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衛生檢驗優惠項目：

PS 測試項目名稱前加＃者，為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項目

PS 測試項目名稱前加＃者，為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項目

苗栗以南 hester.yu@sgs.com 余玉玲小姐

請選擇 測試項目 原價

(含稅)

專案價

(含稅)

#四大微生物(好氣性生菌數, 大腸桿菌, 綠膿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5670 4500

四大重金屬 (砷鉛汞鎘) MDL :1ppm 2363 1800

#四大重金屬(砷鉛汞鎘) MDL :0.02ppm 2888 2200

八大重金屬(汞鎘鉛砷鋇鉻鎳銻)MDL :1ppm 4463 3500

八大重金屬(汞鎘鉛砷鋇鉻鎳銻)MDL :0.02ppm 4988 3800

#7 項可塑劑(染燙髮劑、精油、香水、口紅、指甲油產品不適用) 3675 2800

10 項可塑劑(染燙髮劑、精油、香水、口紅、指甲油產品不適用) 5250 3800

建議加測項目

依類別 勾選 測試項目 優惠價(含稅) 勾選 測試項目 優惠價(含稅)

保養美粧類 #防腐劑 12項 6000 #甲醛 2000

美白產品 雌激素 8項 3200 類固醇 10項 3200

清潔卸妝產品 1.4 Dioxane 4800 MI &MCI 7000

面(眼)膜類 可遷移性螢光物質 1200

精油類 #甲醇 3200 乙醇 3200

保養美髮類 矽靈 3200

全產品 包材重金屬溶出

( ㄧ個材質)

2000 西藥 360 項 7500

其它(定價計之) (請填入)

(此欄位由 SGS 填寫) 申請單編號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另有化粧品替代動物試驗OECD 431 (皮膚腐蝕試驗), OECD 439 (皮膚刺激), OECD 432 (光毒性

試驗 )，人體貼布測試、產品SDS申請與中國/歐盟/美國/東協/沙烏地大公國等外銷檢測。

請洽SGS指定窗口：

 基隆至花蓮地區 kalvin.hsu@sgs.com 許凱翔先生

 苗栗至雲林地區 fion.wang@sgs.com 王書莛小姐

 嘉義以南地區 elyes.tseng@sgs.com 曾雅琪小姐

預告第二波安全評估暨PIF彙整優惠項目：TFDA預計2019年/5月前公告施行細

則，屆時將公布第二波優惠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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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據點如下：

24803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七路 38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微量實驗室

T el:02-2299-3279

#7122~7124,#7129,#7131

Fax:02-2298-1338

40755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路9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微量實驗室

T el:04-2359-1515 #1500~1502,#1505

Fax:04-2359-2949

81170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開發路 61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微量實驗室

T el:07-3012121#4800~4805,#4809

Fax:07-3010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