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委託試驗申請書
寄件地址：雜貨實驗室 248016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43 號 6 樓
電話：02-2299-3279 業務客服分機：3540~3548

申請廠商:

統一編號:

（
請 Applicant(Company Name):
以 地址:
端
正 Address:
字
電話(Tel):
分機(Ext.):
體 聯絡人:
填 手機:
電子信箱(e-mail):
寫
） 付款廠商: (同申請廠商免填)
統一編號:

發票地址:
聯絡人:

傳真：02-2299-2920

傳真(Fax):

電話(Tel):

分機(Ext.):

傳真(Fax):

手機:
電子信箱(e-mail):
付款者簽名:
測試報告 (以下報價費用皆為未稅價)：
中文
英文
中英對照 (請依勾選語言填寫以下資料，勾選一份以上，收取每份$500 元)
申請紙本報告(每份費用$500 元)
➢ 因應無紙化，即日起測試報告僅提供電子檔(效力等同紙本)
QR Code 報告(每份費用$100 元)，事後申請視同加發報告，收取每份$500 元
➢ QR Code 服務:連結至 SGS 網路平台線上瀏覽
報告抬頭(公司名稱+地址)：(同申請廠商免填)
※ 樣品資訊請依所需之報告語言確實填寫，「必填」欄位皆會呈現於報告中，「必填」欄位如未填寫報告會以 “ - ” 表示。
1. 樣品名稱：(必填)
2. 樣品包裝/數量：(必填)

完整包裝

3. 樣品保存方式：(必填)

常溫

散裝 (如未勾選，報告會以”請參考報告末頁樣品照片” 表示)，數量
冷藏

冷凍

4. 樣品型號：(必填)
5. 樣品批號：(必填)
6. 樣品材質：(必填)
7. 送樣廠商：(必填)

同申請廠商

8. 送樣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必填)

同付款廠商

其他

同申請廠商

同付款廠商

其他

9. 製造日期(年/月/日)：(必填)
10. 有效日期(年/月/日)：(必填)
11. 原產國：
12. 其他需在報告上顯示之資料 (SGS 保留審核與修正之權利)：
*樣品照片:依實際送檢之樣品狀態為基準進行拍照動作，視特殊狀況時 SGS 將保留報告修正之權利
※ 實驗室依據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告檢驗方法進行測試，如無公告檢驗方法則參考國際公告方法執行
試驗類別：
陶瓷、玻璃器、施琺瑯

金屬罐(表面合成樹脂塗漆)

金屬罐(表面非合成樹脂塗漆)

製造、修補用金屬

紙類(蠟或紙漿製品)

紙類(植物纖維)

紙類(接觸面為塑膠)

塑膠類

聚氯乙烯(PVC)

聚偏二氯乙烯(PVDC)

聚乙烯與聚丙烯(PE/PP)

聚苯乙烯(PS)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

以甲醛為合成原料之塑膠

以甲醛-三聚氰胺為合成原料之塑膠(MF)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聚醯胺/尼龍(PA/Nylon)

聚甲基戊烯(PMP)

橡膠(Rubber)

橡膠(哺乳器具)

聚碳酸酯(PC)

聚苯碸樹脂(PPSU)

聚醚碸樹脂(PES)

聚乳酸(PLA)

著色劑

其他

耐熱性試驗 - 一般類，指定測試溫度: (必填)

℃

耐熱性試驗 - 保鮮膜及 1 mm 以下薄膜類塑膠產品，指定測試溫度: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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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委託試驗申請書
寄件地址：雜貨實驗室 248016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43 號 6 樓
電話：02-2299-3279 業務客服分機：3540~3548

傳真：02-2299-2920

免洗筷衛生標準試驗項目(竹/木製品適用)：
二氧化硫殘留

過氧化氫

聯苯

嬰兒奶嘴之亞硝胺限量標準試驗項目：
亞硝胺(NDMA、NDEA、NDPA、NDBA、NPIP、NPYR、NMOR)
其他試驗項目：
不鏽鋼材質分析(分光儀)
塑膠材質鑑定
橡膠(非 NR)材質鑑定 (TGA 熱重分析儀)

天然橡膠(NR)材質鑑定 (TGA 熱重分析儀)

乳品用
破裂強度試驗(乳品)

針孔試驗(乳品)

穿刺試驗(乳品)

封緘強度試驗 (乳品)

微生物試驗
軟性包材透氧度(OTR)(指定溫度:

℃/濕度:

％)

軟性包材透濕度(WVTR)(指定溫度:

℃/濕度:

％)

其他
※針對不同材質有不同測試需求，請務必填寫以下資料(必填)：
1. 溶出試驗請務必指定測試條件：水

60℃

95℃，4%醋酸

(僅適用 PLA 材質：水

60℃

50℃

60℃，4%醋酸

2. 樣品是否會與食物直接接觸：

是 (與食物接觸面材質：

3. 樣品盛裝食物類型：

乳品(乳油、乳酪、乳粉及液體乳)

一般

4. 樣品是否專供三歲以下嬰幼兒使用之食品器具及容器：
5. 樣品是否需參考酒盛裝容器衛生標準?
報告用途(必填)：
樣品退樣：

自主品管報告

不要

)
是

50℃

60℃)

否

否

是(無須勾選下一欄報告用途)

驗貨報告

95℃

否

國內衛生標準測試報告

要(快遞費用由客戶自行負擔)

※如未勾選，視同不需退樣；樣品僅保存 1 個月。

取發票方式：

限掛郵寄

自取(若三天未自取則以郵寄方式寄出)

服務方式：(下列工作天數不包括收件當天與郵寄之時間(例假日不列入工作天數)、部份測項無法採用急件或特急件)
一般測試:

普通件 7 個工作天

急件 (費用加 40%) 4 個工作天

特急件 (費用加 96% ) 2 個工作天

分光儀測試:

普通件 7 個工作天

急件 (費用加 50%) 5 個工作天

特急件 (費用加 100%) 3 個工作天

注意事項
1. 申請者所提供的測試樣品，會因取樣及測試需求而造成樣品之減損與破壞。
2. 申請者應確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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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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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報告不得分離或擷錄使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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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公司將對委託方的測試結果或商業資訊，將確實遵守並履行保密的義務與責任。

本公司不接受 SGS 以外的分包測試，如未勾選將視為接受。如對此申請書有任何疑問請來電洽詢，謝謝!

備註：

SGS 聯絡窗口：
分機：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報告號碼(Report No.)：(條碼黏貼處)

本公司報告是遵循 SGS 服務通用條款規定製作，倘需此條款內容，請來電索取或至 https://www.sgs.com.tw/terms-of-service 網站查閱。
本委託試驗申請書測試項目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實驗室測試，欲查詢檢驗方法及檢驗範圍請連結至 TFDA 官網：
化學實驗室-台北(地址：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五權七路 25 號) https://lams.fda.gov.tw/Public/Public/Public_Cer_Data.aspx?id=2&id2=63

版本日期：2022.02.14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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