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10.11.19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110.08.10

食品中甜味劑

梅粉

110.07.06

食品中四環黴素
類抗生素

豬肉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食品安全暨藥粧分析實驗
室)、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
生物實驗室)、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台北)、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速食檢測定
中心)、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
檢驗課)、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嘉義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
速食檢測定中心)、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

110.04.13

蔬果中殘留農藥

甘藍

研究科技中心(食品藥物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中心-東興辦公室)、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
心(食品安全暨藥粧分析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
稽查科)、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食品藥物
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國立台東大學(農漁牧產品檢驗中
心)、金門縣衛生局(藥物食品檢驗科附設檢驗室)、貝爾國
際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測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與生物
科技產品檢驗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歐陸食品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台北)、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新北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
暨檢驗科)、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10.05.11

食品中摻加西藥
定性分析

燕麥片

(檢驗中心-東興辦公室)、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
中心)、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食品安全暨藥粧分
析實驗室)、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
驗實驗室)、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全國公
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

1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3

食品中乙型受體
素類

豬肉、牛
肉

(歐陸食品檢驗-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
微生物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振泰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貝爾國際
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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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9.12.02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東縣衛生局(心理衛生及檢
驗科)、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檢驗稽查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美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屏東)、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
中心)、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貝爾國際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測中心)、台灣檢

109.09.01

食品中防腐劑

蛋黃醬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騰德姆斯技術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室)、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財團法人台灣
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食品安全暨藥粧分析實驗室)、臺南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中心-東興辦公室)、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速食檢測定中
心)、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佳美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財團法人食
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
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三信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三信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宜蘭縣政府

109.09.09

109.08.18

食品中腸桿菌科

雞蛋中氯黴素類
抗生素

牛奶

雞蛋

衛生局(檢驗稽查科)、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
檢驗-台北)、台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嘉義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
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室)、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歐陸食品檢
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台北)、花蓮縣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水產品檢驗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實驗室)、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品檢中心)、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3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科)、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檢驗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全國
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桃園市政府
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食品安全暨藥粧分析
實驗室)

109.08.04

食品中甜味劑

市售蜜餞
產品
(梅粉)

109.07.21

雞蛋中動物用藥
多重殘留分析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食品安全暨藥粧分析實驗
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台北)、屏東縣檢
驗中心(食品檢驗課)、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雞蛋

中心-東興辦公室)、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諾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台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
中心)、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宜蘭縣政府

109.06.02

二硫代胺基甲酸
鹽類殺菌劑

白米

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臺南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東興辦公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
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
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國立中興大學(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台美檢驗科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實驗室)、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與生物科技產品檢驗服
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
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
限公司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佳美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國立台
東大學(農漁牧產品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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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
科)、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台北)、正
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食品藥
物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台美檢驗科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
驗室-台北)、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
-高雄)、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
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財

109.05.12

蔬果中殘留農藥

甘藍

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宜蘭縣
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
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食品藥物實驗室)、國立中興
大學(農藥殘留檢測中心)、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
驗室)、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食農安全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國立台
東大學(農漁牧產品檢驗中心)、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109.05.19

雞蛋中卡巴得及
其代謝物分析

雞蛋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中
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東興辦公室)、臺中市食品藥物

109.05.05

中藥製劑中摻加
西藥成分定性

科學中藥 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
(大柴胡湯 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粉劑)
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藥物食品化妝品檢驗實驗室)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東興辦公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中市食品藥物
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

109.04.07

食品中摻加西藥
定性分析

燕麥片

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食品安全暨藥妝分析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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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包裝水中
109.03.03

重金屬
(砷、鉛、鎘、銻)

水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6

108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8.11.29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108.09.18

化粧品中
美白成分
(維他命 C
葡萄糖苷

乳液

108.09.03

米中無機砷

糙米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騰德姆斯技術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速食檢測定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
驗-屏東)
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檢驗中心)、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東縣衛生局(心
理衛生及檢驗科)、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
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三信檢驗科技有限公司(三信檢驗科技
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食品安全暨藥妝
分析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
務中心)、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檢驗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
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屏東)

108.08.27

食品中
二氧化硫

芒果果乾

108.08.20

禽畜產品中
殘留農藥

豬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膠囊錠狀
食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
驗中心(食品安全暨藥妝分析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

108.08.06

食品中
塑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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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8.07.23

108.07.09

108.06.18

測試項目

動物用藥
乙型受體素
類

食品中丙酸

蔬果中
殘留農藥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牛肉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
檢驗-台北)、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品檢中心)、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
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屏東)

糕餅

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
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
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財團法人台
灣電子檢驗中心(食品安全暨藥妝分析實驗室)、義美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
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正修
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食品藥物實驗
室)、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屏東)

甘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檢驗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屏東縣檢驗
中心(食品檢驗課)、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全國公證
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
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
中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
心)、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
限公司實驗室)、國立中興大學(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堂庭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堂庭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
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國立臺東大學(農漁牧產品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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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8.06.25

108.05.14

測試項目

動物用藥
孔雀綠及
其代謝物

動物用藥
多重殘留
分析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魚肉

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
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台北)、台美
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
中心)、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實驗室)、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水產品檢驗中心)、
貝爾國際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測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高雄)、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速食檢測定中心)、財
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歐陸食品檢驗-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
中心)

豬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振泰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統一超商股份
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
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
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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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8.04.16

測試項目

二硫代胺基
甲酸鹽類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白米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
暨檢驗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雲林縣衛
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
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食
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
驗室)、堂庭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堂庭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佳美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與生物科技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國立成功
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
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
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國立臺東大學(農
漁牧產品檢驗中心)

魚丸

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
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
暨檢驗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南投縣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
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嘉義市
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
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
驗室)、臺東縣衛生局(心理衛生及檢驗科)、屏東縣檢驗中心(食
品檢驗課)、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
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食品安全暨藥妝
分析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
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弘光
科技大學(食品與化妝品品質檢驗與分析中心)、愛之味股份有限
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分析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高雄實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速食檢測
定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殺菌劑

108.04.30

食品中
過氧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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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8.03.19

108.03.12

測試項目

中藥製劑中
摻加西藥
定性分析

水產動物中
甲基汞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科學中藥
(大柴胡湯
粉劑)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
驗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檢驗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全國公證
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

魚肉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速食檢測定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
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
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
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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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7.11.21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107.09.11

化粧品中
水楊酸

乳液及
洗面乳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品藥物暨化
粧品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南投縣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連江縣衛生福利局(檢驗室)、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統一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新市品管課)、歐陸食品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

107.08.15

食品中
生菌數、
大腸桿菌及
大腸桿菌群

脫脂奶粉

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統一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品管課)、國立中興大學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化學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分析
中心)、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
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實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速食檢測定中心)、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食品檢驗中心)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

食品中
107.08.07

氯黴素類
抗生素

豬肉

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
成品檢中心)、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
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中
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
驗室)、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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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107.07.24

二硫代胺基
甲酸鹽類
殺菌劑

米

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
驗組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檢驗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
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檢驗研發中心)、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農業與生物科技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
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實驗室)、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107.06.26

107.07.18

食品中
甜味劑
(建議
檢驗方法)

化粧品中
金黃色

蜜餞(梅粉)

乳液

葡萄球菌

多重殘留
分析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檢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
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
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
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實驗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曄拓保養品股
份有限公司(化粧保養品檢驗中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
品檢驗與驗證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動物用藥
107.07.10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豬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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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中心)、高

107.07.03

107.06.20

食品中摻加
西藥定性
分析

中藥製劑中
綠膿桿菌

燕麥片

枸杞粉

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
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
物實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安全檢驗中心)、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勝昌檢驗中心)、捷
生國際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捷生國際標準實驗室)、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
組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灣檢驗

107.05.29

107.05.22

蔬果中
殘留農藥

食品中
抗氧化劑

甘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
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食用油脂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財團法人台
灣電子檢驗中心(綠色產品測試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
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107.04.24

化粧品中
防腐劑

乳液及
洗髮乳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
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
室)、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品藥物暨化
粧品實驗室)、大仁科技大學(食品藥物暨環境認證檢驗中心)、
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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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檢驗組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107.05.15

食品中
赭麴毒素 A

咖啡粉

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
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分
析中心)、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食品科技系有機與保
健食品檢驗實驗室)、大仁科技大學(食品藥物暨環境認證檢驗中
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
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
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

107.05.09

107.05.08

食品中
沙門氏桿菌

食品中
著色劑(二)

乾燥火腿

糖果

四環黴素類
抗生素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

食品中
107.04.17

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
商品質檢驗實驗室)、弘光科技大學(食品與化妝品品質檢驗與分
析中心)、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豬肉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
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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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灣

107.03.20

107.03.06

食品中
硝基呋喃
代謝物

食米中重金
屬
(鉛、鎘及汞)

豬肉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
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
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統一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騰德姆斯技術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
檢驗實驗室)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
米

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
檢驗中心)、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歐
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華測貝爾
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檢測中心)、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速食檢測定中心)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振泰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

107.03.13

水產動物類
中重金屬
(鉛及鎘)

蟹肉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騰德姆斯技術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歐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歐
陸食品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檢驗
研發中心)、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
品藥物暨化粧品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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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6.12.28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昭信標準檢驗

106.10.17

中藥製劑
中重金屬

大柴胡湯
(湯液)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藥物化粧品檢測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
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勝昌檢驗
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仙豐
股份有限公司(仙豐檢測分析實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速食檢測定中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檢驗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106.10.12

食品中
防腐劑

醬油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
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嘉藥學校財
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食品科技系有機與保健食品檢驗實驗室)、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
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
務中心)、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綠色產品測試實驗室)、佳美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正修學
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食品藥物實驗
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

化粧品中
106.10.24

美白成分
(對苯二
酚)

凝膠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台美檢驗科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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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
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106.10.18

食品中金
黃色葡萄
球菌

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品管課)、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奶粉

公司(檢驗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
室)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國公

乳品中單
106.09.06

核球增多
性李斯特

奶粉

菌

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
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
稽查科)、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臺
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檢驗研發中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
106.09.19

茶類中
農藥殘留

茶葉

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
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農藥殘留
檢測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國立
虎尾科技大學(農業與生物科技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國立成功大學
-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騰德姆斯技術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
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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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
暨檢驗科)、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
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北醫學

106.08.09

食品
微生物生菌數、
大腸桿菌

大學(食品安全檢驗研發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脫脂牛奶

及大腸桿
菌群

北)、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永
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實驗室-台中)、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
分析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品管課)、統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新市品管課)、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
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106.08.29

動物性
成分
(牛、豬、
雞)
定性檢驗

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
豆乾

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亞洲大學(食品安全檢測中心)、景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
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美
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

106.08.23

乙型受體
素類

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
牛肉

心)、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品檢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
術服務中心)、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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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6.07.26

測試項目

基質

中藥材及

中藥材

中藥製劑
中黴菌及
酵母菌

(川芎)及
科學中藥
(白朮)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
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安全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106.08.08

水產動物
類中重金
屬(鉛及
鎘)

室)、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檢驗研發中心)、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
蟹肉

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品藥物暨化粧品實驗室)、杜夫萊茵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
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屏東縣檢驗中心(食品檢驗課)、花
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
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

106.08.01

孔雀綠及
其代謝物

魚肉

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衛生實驗室)、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中心)、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實驗室)
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

106.07.25

硝基呋喃
代謝物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雞肉

(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
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
安全實驗室)、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杜夫萊茵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

106.07.18

化粧品中
防曬劑

乳液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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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

106.07.11

中藥製劑
中農藥

科學中藥粉 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柴胡湯) (勝昌檢驗中心)、仙豐股份有限公司(仙豐檢測分析實驗室)、捷生
國際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捷生國際標準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
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

106.07.05

化粧品中
總生菌數

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化粧水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微生物檢測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
雄)、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

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食品管理暨檢驗科)、彰化縣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
106.06.20

食品中
甜味劑

運動飲料

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中)、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
務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
106.06.13

食品中
腸炎弧菌

脫脂奶粉

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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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南投
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
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106.06.06

包裝水中
重金屬
(汞、砷、
鉛、鎘、
銅、鋅)

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黑
松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
去離子水

中心)、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食品安全檢驗室)、上準環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檢
驗研發中心)、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科技中心)、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
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品藥物暨化粧品實驗室)、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
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
速食檢測定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106.05.03

動物用藥
多重殘留
分析(二)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豬肉

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上準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
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台美檢驗科

106.04.25

化粧品中
防腐劑

洗髮精及
乳液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實驗室)、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品
藥物暨化妝品實驗室)、大仁科技大學(食品藥物暨環境認證檢驗中
心)、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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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認證項目之認證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
科)、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
-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
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

106.04.18

蔬果中農
藥殘留

甘藍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
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國立中興
大學(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與生物科
技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
析實驗室)、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
心)

106.03.07

106.03.21

食品中摻
加西藥定
性
分析
電子煙中
含尼古丁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
麥片

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
室)、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

丙二醇、甘
油、水之混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液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
稽查科)、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國立成功大學
-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農業
與生物科技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

106.01.10

殺菌劑
二硫代胺
基甲酸鹽
類

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
米

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
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
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
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杜
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食農安全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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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6.02.07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
科)、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
科)、連江縣衛生福利局(檢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食品中微

實驗室-高雄)、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義美食品

生物-生菌
105.11.16

數、大腸

奶粉

桿菌、大

股份有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品管
課)、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品管課)、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

腸桿菌群

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
實驗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杜夫萊茵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
分析中心)

連江縣衛生局(檢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
實驗室)、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

化粧品中
105.09.06

微生物-綠

蜜粉

膿桿菌

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微生物
檢測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杜夫萊茵股份有
限公司(高雄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杜

食品中黴
105.08.23

菌及酵母
菌

奶粉

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食品
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長榮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長榮空廚公司微生物檢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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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食品中乙
105.08.09

型受體素

牛肉

類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

食品中動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

物性成分
105.07.19

(牛、豬、

豆乾

雞)之定性

105.08.30

棒麴毒素

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安全檢驗中心)

檢驗

食品中

-高雄)、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

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美檢驗科
蘋果泥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
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
驗中心)、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統
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

食品中
105.07.12

氯黴素類

豬肉

抗生素

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
物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
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
科)、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食品中
105.08.16

著色劑

葡萄汁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
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綠色產品測試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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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食品中

105.06.01

脂肪酸
中藥製劑
微生物-好

105.07.05

氣性微生

基質
食用油

科學中藥
(白朮及
蘆根)

物總數

檢驗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
-台中)、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實驗室-高雄)、仙豐股份有限公司(仙豐檢測分析實驗室)、勝昌製
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勝昌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金門縣衛生局(檢驗室)、台灣檢

化粧品中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

微生物-金
105.07.26

乳液

黃色葡萄
球菌

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安全檢驗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永信藥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微生物檢測
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化粧品中
105.06.28

防曬劑

防曬乳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
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105.06.28

食品中赭

生咖啡豆

麴毒素 A

粉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
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分析中心)、財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詮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連江縣衛生局(檢驗室)、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

105.06.21

化粧品中
微生物-大
腸桿菌

化粧水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微生物檢測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

105.06.14

四環黴素
類

豬肉

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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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環虹錕騰科技股份有

105.05.17

包裝水中
重金屬
(汞、砷、
鉛、鎘、
銅、鋅)

限公司(新速食檢測定中心)、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食品安
全檢驗室)、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分析檢測中心-食品藥物
去離子水

暨化粧品實驗室)、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檢驗室)、臺北醫學大學(食品安全檢驗研發中心)、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
學與微生物實驗室)、高雄醫學大學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國際標準
級毒理學實驗室)、中山醫學大學(健康科技中心)、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實驗室)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

105.05.10

孔雀綠及
其代謝物

鯛魚肉

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水產品檢驗中心)、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

105.04.12

動物用藥
多重殘留
分析
(48 項)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
豬肉

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
雄)、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
金門縣衛生局(檢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財團
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財團法人台北市

105.03.08

食品中
黃麴毒素

堅果泥

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
研究所檢驗分析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105.04.26

化粧品中
防腐劑

洗髮精及
乳液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光鹽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鹽檢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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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實
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

105.03.08

蔬果中農
藥殘留
(方法五)

甘藍

產銷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振泰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
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
心)

電子煙尼
105.04.07

古丁
(定性試
驗)

丙二醇及
甘油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稽查科)、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
驗室-台北)、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

殺菌劑二
105.01.19

硫代胺基
甲酸鹽類

米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振泰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立中興
大學(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
金會(農業檢驗中心)

105.01.12

西藥成分
定性分析

中藥濃縮
製劑(大柴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胡湯濃縮 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散)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新竹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105.01.05

食品中
咖啡因

咖啡豆
粉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
品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
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
科技大學(食品安全檢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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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5.01.13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104.10.28

食品中
β-內醯胺
類抗生素

豬肉

檢驗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金門縣衛生局(藥物食品檢驗科)、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
會(農業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
104.09.15

食品中
黃麴毒素

杏仁泥

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
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勝昌檢驗中
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104.08.11

化粧品中
防曬劑

防曬乳液

104.07.22

抗生素及
其代謝物
類(畜禽水
產品)

豬肉

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實驗室-台北)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104.07.14

水產品中
重金屬(鉛
及鎘)

蟹肉

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
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實驗室-台北)、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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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
科)、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104.07.01

食品中
著色劑

葡萄汁

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
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食品
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食品中卡
104.06.17

巴得及其
代謝

豬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

104.06.23

食品中
氯黴素類

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豬肉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
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104.06.09

化粧品中
美白成分

美白乳膏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
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
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104.05.26

食品中
乙型受體
素類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牛肉

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暐凱國際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
驗中心)、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景
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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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4.05.26

104.05.12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化粧品中

乳液及

聯群生技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研發檢測中心)、華友科技顧問股

水楊酸

洗髮精

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

西藥成分
定性分析

中藥濃縮
製劑(大柴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胡湯濃縮
散)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
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桃園市政
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
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104.04.21

食品中
過氧化氫

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東縣衛生局(食品藥政及
烏龍麵

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詮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全國公證
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
驗中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分析中心)、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杜夫萊茵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
驗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104.04.28

殺菌劑
二硫代胺
基甲酸鹽
類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米

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
驗與驗證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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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

103.04.21

食品中
沙門氏桿
菌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蛋粉

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
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杜夫萊
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實驗室)、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104.03.24

蔬果中農
藥
殘留
(公告方法
(五))

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
結球
甘藍

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
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立成功
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物分析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
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104.03.10

脂肪酸及
反式脂肪
酸

104.01.27

食品中赭
麴毒素 A

可可粉

動物性成
分
定性檢驗
(豬、牛、
雞
成分)

素雞
(豆皮)

104.01.20

食用油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義美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
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32

103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4.01.13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103.01.07

脂肪酸與反式
脂肪酸

食用油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
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水產品檢驗中心)、上準環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衛生實驗室)、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

103.01.14

孔雀綠及其代
謝物

魚肉

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
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
與驗證中心)、美和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全國
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杜夫萊茵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安全檢驗中心)

103.03.11

103.03.18

103.03.25

氯黴素類

丙酸

中藥製劑摻加
西藥

豬肉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統
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水產品
檢驗中心)、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
驗室)、美和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
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
司 (檢驗中心)

麵包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
所(化驗組實驗室)、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實驗室)、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
局(檢驗科實驗室)

大柴胡
湯

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室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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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3.04.15

103.04.29

103.05.13

測試項目

蔬果中農藥

食品中咖啡因

動物用藥多重
殘留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結球
甘藍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
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實驗所(藥物毒
物分析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
北)、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食品檢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咖啡
豆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
檢驗科實驗室)、新竹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

豬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
務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103.05.20

食品中二氧化
硫

芒果汁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財團法人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食品檢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生檢驗科實驗室)、
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花蓮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103.05.27

化粧品重金屬

化粧水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103.06.17

中藥農藥

大柴胡
湯

仙豐股份有限公司(仙豐檢測分析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勝昌檢驗
中心)

103.06.24

3-單氯丙二醇

醬油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

豬肉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高雄)、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桃園縣政府
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
驗室)

103.07.08

四環黴素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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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3.07.15

測試項目

著色劑

103.07.22

對苯二酚

103.08.05

二硫代胺基甲
酸鹽類

103.08.19

103.09.02

103.09.02

水產品中重金
屬(鉛、鎘)

中藥黃麴毒素

金黃色葡萄球
菌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葡萄汁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美檢驗
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
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新北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
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化粧水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中心)、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

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蟹肉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
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
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薏仁粉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仙豐股
份有限公司(仙豐檢測分析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勝昌檢
驗中心)、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科達製藥檢驗中心)、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
與微生物實驗室)、昭信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藥物化學檢測
實驗室)、台灣漢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漢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低脂鮮
奶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統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品管課)、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高雄)、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
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美和科技大學

103.09.09

橘黴素

紅麴
餅乾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
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
實驗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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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3.09.23

103.09.30

測試項目
甲醛

沙門氏菌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米粉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
驗服務中心)、新竹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火腿片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超商品質檢驗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實驗室-高雄)、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
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景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實驗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
生稽查檢驗科)、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縣衛
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財

103.10.01

防腐劑

可樂

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華友
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美和科
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
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科學研
究所 檢驗分析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
-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
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
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
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彰化

103.10.01

甜味劑

可樂

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
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全國公證
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與微生物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
中心)、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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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3.03.03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102.01.15

食品中赭麴毒
素

生咖啡
豆粉末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美和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

102.02.26

102.03.12

食品中棒麴毒
素

食品中黃麴毒
素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 、美和科技
蘋果汁

杏仁泥

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美和科技
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財
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全國公證檢驗

102.03.19

102.03.26

食品中抗氧化
劑

食品中腸炎弧
菌

橄欖調
和油

生魚肉
與鹽水
均質物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
驗室)、台東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美檢驗科
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102.04.02

食品中硝基呋
喃代謝物

吳郭魚
肉

102.04.09

食品中抗生素
及其代謝物

牛肉

102.04.30

米中重金屬

米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
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
會(水產品檢驗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
品安全實驗室)、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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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102.05.14

食品中金黃色
葡萄球菌

鮮奶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品管課)、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102.05.21

化粧品防腐劑

乳液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102.05.28

菇類重金屬

香菇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102.06.04

乙型受體素

牛肉及
豬肝

室-台北)、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
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
中心)

102.06.18

102.06.25

中藥製劑摻加
西藥

食品中病原性
大腸桿菌

科學中
藥粉末
(大柴胡
湯)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華友科技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室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鮮奶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仙豐股份
有限公司（仙豐檢驗分析實驗室）、昭信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
司(藥物化學檢測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

102.07.18

中藥黃麴毒素

薏仁粉

工業安全實驗室)、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
檢驗中心)、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勝昌製藥
廠股份有限公司（研發中心實驗室）、台灣漢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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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2.07.30

測試項目

食品中仙人掌
桿菌

基質

米漿

檢驗機構名稱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 、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品管課)、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
務中心)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
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生檢驗科)、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食品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102.07.24

蔬果中農藥

結球甘
藍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
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
微生物事業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臺中市
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
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水產品檢驗中心)、上準環境科技

102.08.06

水產品中孔雀
綠及其代謝物

熟鮪魚
肉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
證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心)、美和科技大學(農水
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中心)
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102.08.27

大腸桿菌及大
腸桿菌群

鮮奶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
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中)、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檢驗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中心)、義美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科學研究所檢驗分析中心)、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市
品管課)、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品管課)、景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 (檢驗科實驗室)、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南投
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
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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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衛生局(衛生檢驗科)

102.09.03

食品中塑化劑

運動飲
料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綠色產品測試實驗室)

102.09.17

動物用藥多重
殘留

吳郭魚
肉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財團法人
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

102.09.24

防腐劑

醬油

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義
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藥
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美和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詮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愛之味股份有限公
司(健康科學研究所 檢驗分析中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

102.10.08

102.10.29

102.11.26

化粧品中美白
成分

甜味劑

沙門氏桿菌

乳膏

冬瓜茶

玉米粒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杜夫萊茵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室-台北)、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美和
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
科實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生檢驗科)、彰化縣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杜
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實驗
室 -高雄)、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檢驗中
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
公司 (檢驗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
事業部)、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景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
室)、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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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2.01.30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101.02.14

食品中礦物
質

101.02.21

食品中赭麴
毒素 A

101.03.06

化粧品中美
白劑(對苯
二酚)

101.03.13

化粧品中重
金屬

101.03.22

食品中乙型
受體素類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穀片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愛之味股份
有限公司(檢驗分析中心)

咖啡粉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暐凱國際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美和科技大學
（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實驗室-台北）

精華液

昭信標準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藥物化學檢測實驗室)、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新竹縣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

乳液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美和
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

牛肉

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台北
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藥物毒
物分析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
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101.04.10

食品中農藥

101.04.17

包裝飲用水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臺北市政
包裝飲用水
中重金屬
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室)、基隆市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

101.05.15

101.05.29

101.06.05

食品中金黃
色葡萄球菌

化粧品中防
曬劑

中藥製劑重
金屬

茶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財團法人中央

鮮奶

乳液

生化湯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統
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品管課)、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華友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藥物食品化粧品檢驗實驗室)
台灣漢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
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
物事業部)、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科達製藥檢驗中心）、財
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分析實驗組)、美和科技大學(農
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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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1.06.12

測試項目

氯黴素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牛奶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水產
品檢驗與驗證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
驗室)、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
室)、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品檢驗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檢驗中心)、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測試實驗室)、全國公
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上準環境科技股

101.07.03

101.07.25

三聚氰胺

中藥黃麴毒
素

牛乳

蓮子粉

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
驗與驗證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
驗中心)、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義美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檢驗室實驗室)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科達製藥檢驗中心）、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研發中心實
驗室)、台灣漢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仙豐股份有限公司（仙豐
檢驗分析實驗室）

101.07.31

中藥農藥

101.08.14

中藥摻西藥

生化湯(湯
劑)

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漢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仙豐股份有限公司（仙豐檢驗分析實驗室）

十全大補湯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高雄
(濃縮散)
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

101.08.21

食品中農藥
(蔬果)

結球
甘藍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
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
驗室)

101.09.05

多重動物用
藥

牛奶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

101.09.11

食品重金屬

乾香菇粉

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
量工業安全實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生實
驗室)、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暐凱國際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檢驗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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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1.09.18

101.09.27

測試項目
四環黴素

食品中著色
劑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牛乳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
心)

葡萄汁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
驗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詮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

101.11.27

101.11.28

食品中沙門
氏桿菌

食品中調味
劑

綠豆湯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
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
司 (高雄實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冬瓜茶

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彰
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
室)、雲林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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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參加能力試驗結果滿意之認證檢驗機構一覽表
101.03.28
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檢驗機構名稱

100.03.15

中藥掺加西
藥(壯陽藥)

中藥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室)

100.04.19

100.04.26

100.05.10

100.05.17

100.06.15

乳品中
三聚氰胺

飲料中
調味劑

色素

金黃色葡萄
球菌

食品中硼砂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衛
乳品

冬瓜茶

糖水

乳品

生實驗室)、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
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美和技術學院(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正修科技
大學超微量研究中心(食品藥物與農藥檢測實驗室)、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暐凱國際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詮昕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
品檢驗服務中心)、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灣檢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品管課)、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
服務中心)、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
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貢丸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
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中心(食品藥物與農藥檢測實驗室)、
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實驗室)、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100.06.28

包裝飲用水
重金屬

飲用水

(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
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財團
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測試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檢驗室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
府衛生局(食品檢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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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100.07.12

100.08.02

測試項目

防腐劑

中藥黃麴毒
素

基質

醬油

白蓮子

100.08.16

農藥

冬瓜

100.08.23

化粧品防腐
劑

乳液

100.08.31

亞硝酸鹽

100.09.06

化粧品微生
物

肉鬆

絲瓜水

檢驗機構名稱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杜夫萊因股份有限公
司（屏東實驗室）、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
物事業部）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檢
驗分析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
組實驗室）
、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
、詮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義美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華友科技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藥物食品化妝品檢驗實驗室）、正修科技大
學超微量研究中心(食品藥物與農藥檢測實驗室)、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檢驗室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基
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生檢驗科)、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苗栗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
實驗室)、嘉義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
品檢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財團法
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仙豐股份有限
公司（仙豐檢驗分析實驗室）、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科達
製藥檢驗中心）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財團法
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中心)、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藥物
毒物分析實驗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杜夫萊
因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實驗室）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
公司(化學測試實驗室)、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室)、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檢
驗室)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美檢
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杜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實驗
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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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100.09.13

咖啡因

麥茶

檢驗機構名稱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中心(食品藥物與農藥檢測實驗室)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台灣檢
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美檢驗科技有限
公司（檢驗中心）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
發及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
事業部）、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測試實驗室)、詮
100.09.20

100.10.04

100.10.18

100.10.25

過氧化氫

孔雀綠

大腸桿菌及
大腸桿菌群

食品黃麴毒
素

烏龍麵

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財團法
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
室)、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桃園縣政府衛生局(衛
生檢驗科)、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彰化縣衛生局
(檢驗科實驗室)、嘉義市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嘉義縣(檢
驗科實驗室)、臺南市政府(食品檢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
驗科實驗室)、臺東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魚肉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測試實驗室)、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中心(食品藥物與農
藥檢測實驗室)、台灣區鰻蝦輸出業同業公會(水產品檢驗中
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鮮乳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台北)、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實驗室-高雄)、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品管課)、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品管課)、全國公證檢
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愛之味股份有限公
司（檢驗分析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化驗組實驗室）、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義美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實驗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
服務中心)、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檢驗室實驗室)、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檢驗科實驗室)、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雲林
縣衛生局(檢驗科實驗室)

玉米粉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
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化驗組實驗室)、詮昕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詮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美和科技大學（農
水產品檢驗服務中心）、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
生物事業部)、財團法人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農業檢驗
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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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

測試項目

基質

100.11.01

中藥掺加西
藥(減肥藥)

中藥粉

100.11.08

100.11.29

硝基呋喃

沙門氏菌

檢驗機構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

魚肉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與驗證中心)、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食品衛生實驗室)、美和科技大學(農水產品檢驗服務中
心)、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中心(食品藥物與農藥檢測實驗
室)、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

綠豆湯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全
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化學暨微生物事業部）、台美檢驗
科技有限公司(檢驗中心)、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
品安全檢驗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技術服務中心)、杜
夫萊茵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實驗室)、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食品實驗室-高雄)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