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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

Ext:

冷凍

冷藏

常溫

8.其他須在報告上顯示之資料(SGS保留審核與修正之權利)：

1

2

3

4

5

注意

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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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通用服務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http://www.sgs.com/en/terms-and-

conditions.aspx閱覽。3.如未附報價單，以本公司定價為主。4.因本件檢驗及其檢驗費⽤涉訟時,雙⽅當事⼈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法院為第⼀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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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貴客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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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公司對於送驗之常溫樣品僅保留20天/冷凍.冷藏樣品保留7天(由出報告日起算)

，除非貴客戶另有要求(退樣)且記載於申請書上，否則將會另作處置。

2.若取消測試檢驗則酌收前處理費即測試費的⼀半(收件⽇當天取消不列入)。

3.申請者應保證所提供資料真實性及正當性，確保申請廠商、報告抬頭廠商、生產與供應商知悉且同意揭露於正式報告中，若有提供虛偽不實之情形，申請人應承

擔相關法律責任。報告以申請書資訊為主，報告出具後，內容⼀律不得更改。

4.測試報告出具天數為所有委託檢驗項⽬中最⻑之天數。

5.實驗室承諾，除法律要求外，對在執行實驗室活動中所獲得或產生的所有資訊予以保密。

6.本實驗室不於測試報告中提供符合性聲明與量測不確定度。

7.因申請書版面限制，無法於申請書上明述實驗方法與檢驗範圍等相關資訊，如您需要確認實驗方法與檢驗範圍等相關資訊時，

煩請自行至實驗方法與檢驗範圍等資訊的網路連結(http://twap.sgs.com/sgssip/?c=42HTH)查詢或掃描右方的QR Code。

簽

名

同意上傳

※我願意授權SGS將測試結果主動上傳至SGS安心

資訊平台，SGS保有最終上傳與否之審核權力。不同意上傳

中文報告 英文報告(英文資訊請主動提供)如勾選兩種以上，將酌收行政作業費368元

取紙本報告方式: 普掛郵寄 自取(超過三天未自取者將逕行寄出)

測試報告QR code(此QR code將顯示在該份測試報告上做為期兩年的真實性查證用)，申請將酌收行政作業費105元。

報告

需求

報告使用目的： 自主管理 出口使用 食品衛生法規要求

報告提供方式: 電子檔 傳真 兩者都需要

報告語言:

服務

件別

報告服務類別: 普通件 急件(費用加40%) 特急件(費用加96%)

※急件或特急件之檢驗服務，送驗前請先來電洽詢(工作天數:收樣當日及例假日不計入)。

※預出報告當天僅提供報告電子檔，正本報告為隔日提供自取或寄出服務。

※以上粗框內資訊為報告必出之欄位，若未填寫視同無，報告則將出具「-」。產品名稱、保存方式和數量為必填。

委託

檢測

項目

※同⼀份委託單上載明之所有委託檢驗項⽬，其檢驗結果應以同⼀份測試報告出具。

※務必提供⾜量樣品進⾏測試，若事後補樣均視為不同樣品，並不與原報告結果⼀同出具。

※若委託檢測之樣品非TFDA方法公告之適用基質，或未指定檢測方法時，即同意SGS依樣品基質以最適方式進行檢測。

7.原產地/國：

散裝 件

5.有效日期(年/月/日): 產品狀態與數量:

6.生產或供應廠商：  市售完整包

裝 數量:
件

冷凍

3.產品批號： 冷藏

4.製造⽇期(年/月/⽇):     常溫

郵寄報告&發票若不同於申請廠商地址請另列:

送

測

產

品

資

訊

1.產品名稱：
送檢產品需拍照並紀錄狀態呈現於

報告上，以下資訊請詳實填寫:

由SGS填寫收樣時樣品

狀態:

2.產品型號：

樣品保存方式:

電話: 傳真:

聯絡人: E-mail:

發

票

廠

商

同申請廠商(勾選此欄以下免填) 若與申請廠商不同請填寫以下資料，並填寫”付款切結書”。

廠商名稱: 地址:

統⼀編號:

手機號碼: 電話: 傳真:

報告聯絡電話:

※以上粗框內資訊均會呈現於報告中。

統⼀編號: E-mail:

「報告抬頭」同申請廠商 「報告抬頭」不同於申請廠商請列出:

廠商地址:

報告聯絡人: 「報告抬頭地址」同於申請廠商 「報告抬頭地址」不同於申請廠商請列出:

上述提供資料皆正確無誤,若勾選方法

非適當之檢驗方法，茲同意SGS由收

樣通知告知正確之檢驗方法並同意。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品服務部委託試驗申請書

電話:台北：02-22993279轉6651/6652/6653/6657 台中：04-23591515轉2701~2708 高雄：07-3012121轉3250~3259

申

請

廠

商

廠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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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痺性貝毒(貝類)

麻痺性貝毒(限貝類加工品)

重金屬以鉛計(<20ppm) 重金屬以鉛計(<10ppm)

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129項

5、重金屬以鉛計: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請勾選內部方法執行

TFDA方法適用基質:

重金屬以鉛計(食品添加物)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之產品請選以下內部方法

伏馬毒素B1和B2(玉米及其製品)

伏馬毒素B1和B2

棒麴毒素

孔雀綠與還原型孔雀綠(水產品)

硝基呋喃代謝物

泰拉黴素

四環黴素類(畜禽水產品-肌肉、乳汁、蜂蜜、內臟)

3、毒素殘留檢測: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 請勾選內部方法執行

泰拉黴素(畜禽產品-肌肉、內臟)

玉米赤黴毒素(穀類及其製品)

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多重殘留分析(畜禽水產品-肌肉、內臟)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之產品請選以下內部方法:

總黃麴毒素(Alfatoxin B1.B2.G1.G2)

TFDA方法適用基質:

TFDA方法適用基質:

硝基呋喃代謝物(畜禽水產品-肌肉、內臟、蜂蜜、乳汁)

抗原蟲劑(畜禽產品-肌肉、內臟)

卡巴得(畜禽產品-肌肉、內臟)

4、動物用藥/抗生素相關檢測：※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 請勾選內部方法執行

棒麴毒素(蘋果汁蘋果泥)

脫氧雪腐鐮⼑菌烯醇及其⼄醯衍生物

多重毒素

氯黴素類抗生素(畜禽水產品-肌⾁、蛋類、內臟、乳汁、蜂蜜)

黃麴毒素M1 赭麴毒素A

3-單氯丙二醇(醬油及以醬油為主調製而成之調味製品)

抗氧化劑11項(食用油脂、乳酪及人造奶油)

橘黴素( Citrinin )

*委託檢測項目: ※同⼀樣品於⼀份檢驗委託單上載明之所有委託檢驗項⽬，其檢驗結果應以同⼀份檢驗報告出具。

1、多重農藥殘留檢測 :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 請勾選內部方法執行

多重農殘檢測373項(TFDA方法五)

2、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檢測: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請勾選內部方法執行

多重農殘檢測380項 多重農殘檢測381項 :380項+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TFDA方法適用基質: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之產品請選以下內部方法:

TFDA方法適用基質: 蔬果類、穀類、乾豆類、茶類、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

多重農殘檢測373項

多重農殘檢測374項 :373項+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TFDA方法五+二)

多重農殘檢測374項 :373項+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SGS多重農殘檢測473項(※有外銷目的之自主管理者適用) SGS多重農殘檢測120項(※有外銷目的之自主管理者適用)

TFDA方法適用基質: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之產品請選以下內部方法:

孔雀綠與還原型孔雀綠 氯黴素類抗生素 抗原蟲劑

安保寧(畜禽產品)

胺基醣苷類(⽅法⼀)(畜禽產品-肌⾁、內臟、蛋類)

β-內醯胺類抗生素(畜禽水產品-肌⾁、乳品)

多重殘留分析48項(畜禽水產品-肌肉、內臟、水產品、乳品) 瘦⾁精(⼄型瘦體素(21項)(畜禽產品-肌⾁、內臟)

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126項(肌肉、內臟、蛋)

SGS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407項

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60項(肌肉、內臟)

禽畜產品多重農藥殘留126項

黃麴毒素M1(液狀乳、粉狀乳及醱酵乳)

橘黴素( Citrinin )(穀類及含紅麴之食品)赭麴毒素A(咖啡、酒類、葡萄汁、米麥製品)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之產品請選以下內部方法:

總黃麴毒素(Alfatoxin B1.B2.G1.G2) (香辛料、油脂、花生、玉米、穀類及其製品)

玉米赤黴毒素

多重毒素(穀類及其製品)

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多重殘留分析離子型抗球蟲 胺基醣苷類 Avermectin類抗生素

多重殘留分析48項

四環黴素類

卡巴得

Avermectin類抗生素(畜禽水產品-肌肉、內臟、乳汁)

瘦⾁精(⼄型瘦體素(21項)

氟尼辛及托芬那酸 β-內醯胺類抗生素 安保寧

⼄醯異戊醯泰樂黴素及其代謝物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之產品請選以下內部方法:

6、其他: ※非TFDA方法適用基質,請勾選內部方法執行

三聚氰胺(奶粉、魚肉及醬油 ) 順丁烯二酸(化製澱粉及其製品)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非穀類及乾豆類)

脫氧雪腐鐮⼑菌烯醇及其⼄醯衍生物(⽩米、⽟米、⼩麥)

離子型抗球蟲(畜禽產品-肌⾁、內臟、乳品、蛋類)

氟尼辛及托芬那酸(畜禽產品-肌肉、內臟、脂肪、乳汁)

⼄醯異戊醯泰樂黴素及其代謝物(畜禽產品-肌⾁、內臟)

塑化劑九項( 鄰苯二甲酸酯類) 三聚氰胺順丁烯二酸 3-單氯丙二醇 抗氧化劑11項

塑化劑九項( 鄰苯二甲酸酯類)(飲料類、嬰幼兒食品及膠囊錠狀食品 、乳汁 、奶粉類 、油脂類 )

胺基醣苷類(方法二)(蜂蜜、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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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價

13、其他測項：

芥酸 酸價

組織胺 水解胺基酸18項

脂肪酸組成 膽固醇 反式脂肪酸

*委託檢測項目: ※同⼀樣品於⼀份檢驗委託單上載明之所有委託檢驗項⽬，其檢驗結果應以同⼀份檢驗報告出具。

咖啡因

苯駢芘(BaP)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BaA、Chrysene、BbF、BaP)

揮發性鹽基態氮

防腐劑(己二烯酸) 防腐劑(苯甲酸)

丙烯醯胺

銅(Cu)、

過氧化價 總極性物質

其他元素：

11、酒類測項：

   甲醇＋鉛＋二氧化硫+⼄醇 甲醇＋鉛＋⼄醇 甲醇 ⼄醇

12、食用油脂：

食鹽:鉛(Pb)、汞(Hg)、砷(As)、銅(Cu)、鎘(Cd) 金屬罐頭：鉛(Pb)、錫(Sn) 錫(Sn) ※若產品以金屬罐裝需加測

鉛 二氧化硫

定量極限： 2.0ppm: 0.01ppm: 砷(As)、 鉛(Pb)、 鎘(Cd)、 汞(Hg)、

蔬果類：鉛(Pb)、鎘(Cd) 嬰兒食品：鉛(Pb)、鎘(Cd) 乳品類:鉛(Pb)

麥、穀類：砷(As)、鉛(Pb)、鎘(Cd) 果汁類：鉛(Pb)； 銻(Sb) (果汁以PET容器包裝者需加測)

食用冰塊：砷(As)、鉛(Pb)、汞(Hg) 包裝飲用水：砷(As)、鉛(Pb)、汞(Hg)、鎘(Cd)； 銻(Sb) (水以PET容器包裝者需加測)

禽畜產品類：鉛(Pb)、鎘(Cd) 食用藻類：鉛(Pb)、鎘(Cd)、汞(Hg) ； 食用藻類：無機砷

食用菇類：鉛(Pb)、鎘(Cd) 水產動物類(生鮮)：甲基汞、鉛(Pb)、鎘(Cd) ; 水產動物類(生鮮)：無機砷

蛋類：鉛(Pb) 銅(Cu) 飲料類：砷(As)、鉛(Pb)、銅(Cu)； 銻(Sb) (飲料以PET容器包裝者需加測)

黴菌 酵⺟菌

10、重金屬：

食用油脂：砷(As)、鉛(Pb)、汞(Hg) 食米：汞(Hg)、鎘(Cd)、鉛(Pb) ; 食米：無機砷

(度)水溫沖泡 分鐘

生菌數 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 金黃色葡萄球菌 沙門氏桿菌

黴菌&酵⺟菌

※茶湯驗營養標示請提供沖泡條件：樣品 (g)茶葉，沖泡 (ml)的水，

八大營養標示 膳食纖維 八大營養標示+膳食纖維 五大營養標示

香港九項營養標示 美國FDA營養標示(新版) 五大營養標示(大陸使用)

9、營養標示 ※驗八⼤營養標⽰/美國FDA營養標⽰(新版):每⼀份量        公克/毫升，本包裝含      份(請提供整數)

色素： 食用色素8項(食品) 16項色素(適合飲料.糖果)

亞硝酸鹽(保色劑) 硼酸及其鹽類

漂白劑： 二氧化硫(食品) 二氧化硫(冷凍蝦) 二氧化硫(冷藏蝦、活蝦) 過氧化氫

8、人工添加劑

添加劑： 防腐劑5項(酸類) 防腐劑7項(酯類) 防腐劑-丙酸 甜味劑4項 多重甜味劑10項

阪崎腸桿菌

腸炎弧菌 糞便性鏈球菌(限水樣) 綠膿桿菌(限水樣)

腸桿菌科 李斯特菌 仙人掌桿菌

其他:

其他方法:

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AOAC方法)

塑化劑九項( 鄰苯二甲酸酯類) 其他___________

7、微生物(以TFDA方法為主，如有指定方法請另列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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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2-2299-3279

Fax: 02-2299-1687

Tel: 07-3012121

Fax: 07-3012867

Tel: 04-23591515

Fax: 04-23592948

811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開發路61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食品服務部-  收

407 台中市⻄屯區⼯業區⼗四路9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食品服務部-  收

248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路125號4F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食品服務部-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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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安心資訊平台

親愛的客戶您好,

安心資訊平台(MSN)的構思起源於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後，有些客戶因苦於找尋經過SGS測試

過的產品，進而詢問SGS是否可提供廠商資訊與檢測結果作為採購之參考，基於服務客戶又可促進客

戶之間的交易更活絡，因此推出了這個網站平台在取得所有權人的同意下提供透明的資訊給任何需要

的人參考。

這幾年，經過幾次的食安事件後，安心資訊平台更擔負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角色，由於越來越

多的廠商與消費者因相信SGS的檢測報告，所以SGS有義務對社會大眾傳遞正確的觀念，以及提供正

確真實的檢測報告資訊，深入耕耘大眾對SGS的信任度，藉此網站平台讓優良的產品與廠商可以提供

給消費者與需要的廠商查詢，進⼀步達到協助廠商網路⾏銷的加值⽬的。

您若認同SGS安心資訊平台的精神，我們鼓勵您將您對食安把關的用心與努力讓更多潛在買家/

下游廠商/消費者了解，您只需要在申請書的第⼀頁最下⽅勾選"同意"-授權SGS將您的測試結果主動

上傳至SGS安心資訊平台"，並於右下方簽名處簽名即可完成授權，SGS在檢驗報告完成後會於數日內

將您的檢測報告上傳到SGS的平台上。(SGS保有最終上傳與否之審核權力)

  如果不同意則在申請書的第⼀頁最下⽅勾選"不同意"即可。未來，您如評估有需要使⽤此服務時

，請本頁的下方填寫報告編號並簽名後，寄回正本，我們將立即為您審核後上傳該份檢測報告。

SGS安心資訊平台的特色

1.  本網站可查詢委託測試廠商資料，增加廠商的社會形象，亦可做為另⼀類的⾏銷管道。

2. 本網站查詢的檢測報告均為完整的檢測報告，加速潛在買家選購的意願。

3. 本網站所提供之檢測報告如有本國相關法規之規範，將於報告中加註國內衛生法規標準便於閱讀

報告者參考。

4.  本網站所提供之任何資料皆無涉及商業⾏為，僅為傳遞正確且透明的資訊。

5. 本網站為SGS台灣官方網站，其揭露之檢測報告均為真實報告，為提供查證報告真實性之最佳工

具。

注意事項

1.  本網站提供之檢測報告結果僅代表廠商送測時的單⼀樣品，不代表該廠商該所有產品。

2.  若送測廠商為個⼈戶或非原本製造廠商，SGS有權利不予刊登。(為保障商業機密)

3.  安心平台網站非以營利為⽬的之網頁，不提供商品交易服務。

4.  若廠商之送測資訊(如產品名稱、製造批號、原產國、供應商，或其它資料)有造假之情況，

其衍生之相關法律責任需自行負責。

5.  SGS保有最終審核刊登與否的權利。

6.  若委託測試之項⽬有國內的衛生法規標準，測試報告上會加註該測項之法規標準做為參考，

若是等收到正式報告後才申請同意放安心平台，需加收368元作為報告加註法規之行政作業費用。

7. 上傳報告不接受混合測試報告。

8.本網站提供廠商測試報告在SGS安心資訊平台曝光年限為2年(當二年期限满，系統即會自動將報告

下架，若有特殊

需求請洽客服人員)。

9. 若在申請送測時未同意上傳SGS安心資訊平台，事後欲申請上傳SGS安心資訊平台請在此處

蓋章(公司大小章):_________________。上架報告編號: _________________。

費用說明：

若於委託檢驗服務的同時同意上傳SGS安心資訊平台，則免費此加值服務。若於完成檢驗並收到檢驗

結果後才同意此上傳的服務，則需加收368元作為報告加註法規之行政作業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