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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安全檢驗優惠項目列表   

                                  

一般食品類                                   

      日期：2016/08/11 

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微生物 

生菌數 720 
3項合驗          

2,100 
含稅 大腸桿菌 950 

大腸桿菌群 1,100 

沙門氏桿菌 1,100 含稅 

金黃色葡萄球菌 1,100 含稅 

仙人掌桿菌 1,350 含稅 

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 1,800 含稅 

黴菌/酵母菌 每項 650 含稅 

病原性大腸桿菌 2,000 含稅 

腸炎弧菌 1,500 含稅 

綠膿桿菌 1,100 含稅 

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 3,200 含稅 

糞便鏈性球菌 1,200 含稅 

用藥殘留 

農藥殘留 310項+二硫代(粉狀&液態樣品無法檢驗二硫代) 6,000 含稅 

抗生物質殘留(安比西林鈉鹽、硫酸康黴素、鹽酸羥四環素) 1,350 含稅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 1,350 含稅 

硝基呋喃代謝物 4項 3,150 含稅 

氯黴素類抗生素 4項 2,600 含稅 

乙型受體素類多重殘留分析(7項) 2,800 含稅 

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48品項) 2,800 含稅 

四環黴素類抗生素 7項 2,450 含稅 

乃卡巴精 2,400 含稅 

抗原蟲劑多重殘留分析 7項 2,800 含稅 

β-內醯胺類抗生素 2,800 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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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安全檢驗優惠項目列表                                           

一般食品類                                   

      日期：2016/08/11 

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重金屬 

一般食品重金屬 5項(砷.鎘.銅.鉛.汞) 1,995 含稅 

重金屬-以鉛計 1,470 含稅 

重金屬-總砷(重金屬以三氧化二砷計) 2,000 含稅 

水產品重金屬三項(鉛.鎘.甲基汞) 3,150 含稅 

油脂中重金屬(銅.汞.砷.鉛) 1,650 含稅 

罐頭重金屬(鉛.錫) 1,400 含稅 

菇類重金屬(鉛.鎘) 1,400 含稅 

飲料中重金屬(砷.鉛.銅.錫.銻) 2,400 含稅 

真菌毒素 

赭麴毒素 2,300 含稅 

黃麴毒素(B1.B2.G1.G2) 2,300 含稅 

棒麴毒素 2,300 含稅 

橘黴素(紅麴毒素) 2,300 含稅 

化學物質 
三聚氰胺 2,520 含稅 

塑化劑 9項 2,625 含稅 

營養成份 

8大營養成分                       

(熱量.粗脂肪.反式脂肪酸.飽和脂肪酸.粗蛋白.總碳水化

合物.鈉.總糖) 

6,500 含稅 

反式脂肪 2,800 含稅 

飽和脂肪 2,000 含稅 

膳食纖維 3,200 含稅 

膽固醇 2,400 含稅 

糖類 2,400 含稅 

維生素 A 2,100 含稅 

維生素 C 1,500 含稅 

維生素 E 2,400 含稅 

維生素 B12  4,200 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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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安全檢驗優惠項目列表                                             

一般食品類 

      日期：2016/08/11 

                                                                       

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其他 

苯駢芘 4,800 含稅 

亞硝酸鹽(亞硝酸鹽氮) 1,600 含稅 

硼砂(硼酸) 700 含稅 

咖啡因 1,500 含稅 

揮發性鹽基態氮 1,200 含稅 

著色劑(紅色六號、七號、四十號，食用藍色一號、二號，

食用綠色三號，食用黃色四號、五號) 
2,500 含稅 

二氧化硫 1,200  含稅 

過氧化氫 800  含稅 

甲醇 1,100  含稅 

乙醇 1,350  含稅 

甲苯 2,600  含稅 

甲醛 1,100  含稅 

可遷移性螢光物質 550  含稅 

順丁烯二酸 1,500 含稅 

棉酚 2,000 含稅 

銅葉綠素 2,000 含稅 

 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 2,450 含稅 

 抗氧化劑(BHT、BHA、NDGA、TBHQ、PG)  2,500 含稅 

 人工甘味劑(醋磺內酯鉀、糖精、甘精、環己基磺醯胺酸鹽) 5,000 含稅 

 
防腐劑五項 

(苯甲酸、已二烯酸、去水醋酸、水楊酸、對羥基苯甲酸) 
2,100 

合驗 

3,600 

  含稅 

防腐劑 

防腐劑七項 

(對羥苯甲酸甲酯、對羥苯甲酸乙酯、對羥苯甲酸丙酯、對

羥苯甲酸異丙酯、對羥苯甲酸丁酯、對羥苯甲酸第二丁酯、

對羥苯甲酸異丁酯) 

2,900 含稅 

 丙酸 2,000 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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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材容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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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Polyethylene/ 

Polypropylene 

聚乙烯/聚丙烯 

PE/PP 

耐熱性試驗 

10,800 

 

含稅 

 

材質試驗-鉛 

材質試驗-鎘 

8種塑化劑-材質試驗

(DEHP.DBP.BBP.DIDP.DINP.DMP.DNOP.DEP) 

水,95℃,30分鐘-高錳酸鉀消耗量 

水,95℃,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 95℃, 30分鐘-重金屬以鉛計 

4﹪醋酸,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正庚烷,25℃,1小時-蒸發殘渣 

正庚烷,25℃,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酯 

正庚烷,25℃,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甲酸丁苯甲酯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異癸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異壬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己二酸二辛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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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材容器類  

日期：2016/08/11 

                      

 

 

 

 

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PET 

耐熱性試驗 

12,200 含稅 

材質試驗-鉛 

材質試驗-鎘 

8種塑化劑-材質試驗

(DEHP.DBP.BBP.DIDP.DINP.DMP.DNOP.DEP) 

水,95℃,30分鐘-高錳酸鉀消耗量 

水,95℃,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 95℃, 30分鐘-重金屬以鉛計 

4﹪醋酸,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 95℃, 30分鐘-銻 

4﹪醋酸, 95℃, 30分鐘-鍺 

正庚烷, 25℃,1小時-蒸發殘渣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酯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甲酸丁苯甲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異癸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異壬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己二酸二辛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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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聚氯乙烯(PVC) 

耐熱性試驗 

10,800 

 

含稅 

 

材質試驗-鉛 

材質試驗-鎘 

8種塑化劑-材質試驗

(DEHP.DBP.BBP.DIDP.DINP.DMP.DNOP.DEP) 

水,95℃/30分鐘-高錳酸鉀消秏量 

水,95℃/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95℃/30分鐘-重金屬以鉛計 

4％醋酸,95℃/30分鐘-蒸發殘渣 

正庚烷,25℃/1小時-蒸發殘渣 

正庚烷,25℃/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脂 

正庚烷,25℃/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丁脂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甲酸丁苯甲酯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異癸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異壬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己二酸二辛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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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安全檢驗優惠項目列表 

 

包材容器類                                                  

                                                              日期：2016/08/11 

 

 

 

 

 

 

 

 

 

 

 

 

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OPP 

耐熱性試驗 

10,800 

 

含稅 

 

材質試驗-鉛 

材質試驗-鎘 

8種塑化劑-材質試驗

(DEHP.DBP.BBP.DIDP.DINP.DMP.DNOP.DEP) 

水, 95℃, 30分鐘-高錳酸鉀消耗量 

水,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 95℃, 30分鐘-重金屬以鉛計 

4﹪醋酸,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正庚烷, 25℃, 1小時-蒸發殘渣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酯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甲酸丁苯甲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異癸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鄰苯二異壬酯 

正庚烷, 25℃, 1 小時-己二酸二辛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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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材容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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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    驗    項    目 優惠價/件 備 註 

 

 

 

紙類-其內部材質與內

容物直接接觸之部分

為塑膠製品者 

材質試驗-遷移性螢光物質 

6,300 

 

含稅 

 

水, 95℃, 30分鐘-高錳酸鉀消耗量 

水,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 95℃, 30分鐘-重金屬以鉛計 

4﹪醋酸,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正庚烷, 25℃, 1小時-蒸發殘渣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酯 

正庚烷, 25℃, 1小時-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紙類-其內部材質與內

容物直接接觸之部分

為蠟或紙漿製品者 

材質試驗-遷移性螢光物質 

5,700 

 

含稅 

 

水, 95℃, 30分鐘-砷 

水, 95℃, 30分鐘-甲醛 

水,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4﹪醋酸, 95℃, 30分鐘-重金屬以鉛計 

4﹪醋酸, 95℃, 30分鐘-砷 

4﹪醋酸, 95℃, 30分鐘-蒸發殘渣 

正庚烷, 25℃, 1小時-蒸發殘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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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此估價單為「台灣罐頭公會」專用。 

2.請提供送檢樣品量每種檢驗項目約各100克，進行檢測。 

3.此報價為一般件價，急件及特急件價需先來電告知；普通件7工作天，急件5工作天(加成40%)， 

特急件3工作天(加成80%)。 

4.工作天數不包括收件日、公告之假日及與郵寄之時間。 

5.假日也提供收樣服務。 

6.送檢時請填妥「委託檢驗申請單」，連同本報價單一同送達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請於送檢前惠付全部檢驗費用。 

8.付款方式： 

電匯                             即期支票﹝劃線 / 禁止背書轉讓﹞ 

銀行：(808)玉山銀行內湖分行      支票抬頭：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462-940-037368           限掛寄至：114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120巷15弄28號 

戶名：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部)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5557-9888 

FAX 02-8751-1235 

 

業務專員 

林宜蓁 小姐   分機 201  Mail:jenny.lin@fsi.net,tw 

葉彥伶 小姐   分機 202  Mail:irene@fsi.net,tw 

周明蓁 小姐   分機 206  Mail:nina.chou@fsi.ne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