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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下一頁.

桃園市平鎮區雙福路一段66-3號/03-4906580/徐昇輝

2020/07/20

製造日期 -

桃園市平鎮區雙福路一段66-3號

測試報告 報告編號 : CT/2020/71091C 報告日期 : 2020/08/24

中崧經貿有限公司

食品用木製容器

以下測試樣品係由申請廠商所提供及確認：

樣品型號

-

樣品名稱

樣品包裝/數量

樣品保存方式

-

樣品批號

散裝/5

室溫

實木+護木油

送樣廠商 中崧經貿有限公司

樣品材質

送樣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有效日期 -

收件日期

測試期間 2020/07/20 TO 2020/07/29

其他 比利時盧比歐室內單一塗層護木油RUBIO® MONOCOAT OIL PLUS 2C

依據客戶指定，參考中華民國免洗筷衛生標準 (102.08.20部授食字第1021350146號

令修正)進行測試. 測試項目請參閱測試結果表格.

依據客戶指定，參考中華民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102.08.20部授食字第

1021350146號令修正)進行測試，測試項目請參閱測試結果表格.

測試需求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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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崧經貿有限公司

(1)

結果

No.1

**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植物纖

維紙類製品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

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

- 未檢出 不得檢出

(2)

結果

No.1

ppm 免洗筷中二氧化硫之檢驗方法(102年9月

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

10 n.d. 500

ppm 免洗筷中過氧化氫之檢驗方法(102年9月

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

30 Negative 不得檢出

ppm 免洗筷中聯苯之檢驗方法(102年9月6日

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

0.05 n.d. 不得檢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棕色木

n.d. = Not Detected (未檢出) = 小於 LOQ / LOD

本報告不得分離或擷錄使用。

測試項目名稱旁有★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項目。

測試項目名稱旁有●者，為本實驗室擴充原方法適用基質，非屬食藥署該項認證範圍。

備註：

0.1 wt% = 1000 ppm

此用途為自主品管報告。

★二氧化硫

聯苯

單位

★過氧化氫

限值

★螢光增白劑

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測試部位 No.1 :

LOQ/LOD測試方法測試項目

LOQ = 定量極限 ; LOD = 偵測極限

"-" = Not Regulated / 無規格值

**定性分析(無單位)

Negative = 未檢出 ; Positive = 檢出

測試項目 單位 測試方法 LOQ/LOD 限值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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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崧經貿有限公司

#PIC

** 報告結尾 **

* 照片中如有箭頭標示，則表示為實際檢測之樣品/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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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免洗筷中二氧化硫之檢驗方法(102年9月6日部授

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

聯苯 免洗筷中聯苯之檢驗方法(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

第1021950329號公告).

★過氧化氫 免洗筷中過氧化氫之檢驗方法(102年9月6日部授

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

測試項目名稱旁有●者，為本實驗室擴充原方法適用基質，非屬食藥署該項認證範圍。

測試項目名稱旁有★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項目。

詳見測試結果之定量/偵測極限

以下為申請廠商委託測試項目、測試方法、定量/偵測極限：

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 LOQ / LOD

★螢光增白劑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植物纖維紙類

製品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

CT/2020/710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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