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檢驗機構認證一覽表
製表日期：109.06.29
認證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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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機構名稱

檢驗機構
地址、電話及網站

通過
日期

認證項目

公告資訊

水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著色劑、咖啡因、酸
度、酸價、皂化價、過氧化價、碘價、糖度、維生素 A、
B1、B2、B12、E、葉酸、過氧化氫、二氧化硫(食品)、二
氧化硫(免洗筷)、沙門氏桿菌、仙人掌桿菌、單核球增多
性李斯特菌、食品中脂肪酸、順丁烯二酸、腸炎弧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乳品中李斯特菌、阪崎腸桿菌、動物
性成分-定性篩選、飲料類重金屬(砷、鉛、銅、錫、銻)、
蛋類重金屬(鉛、銅)、礦物質(鈣、磷、鐵、鋅、鈉、鉀、
30062 新竹市東區食品
財團法人食品工
鎂)、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乳酸菌、黴菌及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
路 331 號
業發展研究所(檢
酵母菌、氯黴素類、四環黴素類、食米重金屬(汞)、二甲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20 號
(03) 5223191
109.06.15
驗技術研發及服
基黃及二乙基黃、赭麴毒素 A、塑化劑、食米重金屬(鉛、
http://www.firdi.org.tw/
認證證明書
鎘)、水產動物類重金屬(鉛、鎘)、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
務中心)
2/2-1.htm
糖類、黃麴毒素、亞硝酸鹽、甜味劑、甲基汞(三)、殘留
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73 項)、硝基呋喃代謝物、黃麴
毒素 M1、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苯甲酸、苯甲酸鉀)、包
裝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包裝飲用水中綠膿桿菌、包裝
飲用水中糞便性鏈球菌、防腐劑、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
代胺基甲酸鹽(二)、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食品添
加物規格檢驗(苯甲酸鈉)、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
中重金屬(鉛、鎘、汞、砷、銻)
台灣檢驗科技股 24886 新北市五股區新
水分、粗灰分、粗脂肪、二氧化硫(食品)、三聚氰酸、咖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
份有限公司
北產業園區五工路 125 109.06.15 啡因、塑化劑、橘黴素、赭麴毒素 A、棒麴毒素、卡巴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35 號
得及其代謝物、抗原蟲劑、氯黴素類、孔雀綠及其代謝
(食品實驗室-台 號
認證證明書
1

北)

(02) 2299-3279
http://www.tw.sgs.com/
zh_tw/home_tw_v2?

物、丙酸、亞硝酸鹽、四環黴素類、硼酸及其鹽類、過
氧化氫(食品)、順丁烯二酸、3-單氯丙二醇、水產動物類
重金屬(鉛、鎘、汞)、-內醯胺類抗生素、生菌數、大腸
桿菌群、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黴菌及酵母菌、
仙人掌桿菌、沙門氏桿菌、抗生素及其代謝物、銅葉綠
素、游離棉籽酚、戴奧辛及多氯聯苯(乳品類、魚貝類、
油脂類、蛋類、肉類)、粗蛋白、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
食用菇類重金屬(鉛、鎘)、玉米赤黴毒素、有機酸、脫氧
雪腐鐮刀菌烯醇及其乙醯衍生物、Avermectins 類抗生
素、胺基醣苷類抗生素(一)、(二)、蛋類重金屬(鉛、銅)、
飲料類重金屬(砷、鉛、銅、錫、銻)、蔬果類重金屬(鉛、
鎘)、甲醛(二)、黃麴毒素、食米中重金屬(鉛、鎘、汞)、
溴酸鹽、甲基汞(三)、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60 項)、玉米
及其製品中伏馬毒素 B1 和 B2、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
(五)(373 項)、殘留農藥-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食米
中無機砷、水產動物類中無機砷、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
(銅)、安保寧(二)、總配醣生物鹼、嬰兒穀物類黃麴毒素
B1、乳製品中黃麴毒素 M1、抗氧化劑、乙醯異戊醯泰
樂黴素、泰拉黴素、丙烯醯胺、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126
品項)、乙型受體素類、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項)、食品中磷酸鹽、黴菌毒素-多重殘留分析、離子型抗
球蟲劑、氟尼辛及托芬那酸、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
(二)、麻痺性貝毒(二)、腸桿菌科、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
菌、乳品中李斯特菌、禽畜類可食性內臟中重金屬(鉛、
鎘)、禽畜類可食性肌肉中重金屬(鉛、鎘)、嬰幼兒食品(粉
狀、穀物類輔助食品及副食品)、嬰幼兒液態食品、三聚
氰胺、蜂蜜中 C4 植物糖、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
中重金屬(鉛、鎘、汞、砷、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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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二氧化硫(食品)、糖類
(蔗糖、果糖、半乳糖、乳糖、葡萄糖、麥芽糖)、果糖酸、
礦物質(鈣、銅、鐵、鎂、錳、磷、鉀、鈉、鋅)、橘黴素、
棒麴毒素、維生素 C、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塑化劑、
著色劑、三聚氰胺、壬基苯酚及壬基苯酚聚乙氧基醇、
溴酸鹽、過氧化氫(食品)、過氧化氫(免洗筷)、丙酸、二
氧化硫(免洗筷)、硼酸及其鹽類、溶出試驗(鉛、鎘、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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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銻、鍺)、溶出試驗(雙酚 A)、溶出試驗(以 Pb 計)、
著色劑(包材)、螢光增白劑(包材)、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
11492 台北市內湖區瑞
耗量、甲基丙烯酸甲酯單體、酚、氯仿可溶物、蒸發殘
光路 423 號 8 樓
渣、氯甲代環氧丙烷單體、氯乙烯單體、總乳酸、己內
全國公證檢驗股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7 日
醯胺單體、甲醛)、砷之檢驗(以 As2O3 計)、材質鑑別、
(02)6602-2888
份有限公司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63 號
http://www.intertek-twn 109.06.17 材質試驗(二丁錫化物、鉛、鎘、氯乙烯單體、聚偏二氯
(化學與微生物實
乙烯單體、2-巰基咪唑啉、鋇)、食用油脂中重金屬(砷、
.com/big5/news/index_
認證證明書
驗室)
鉛、銅、汞)、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順丁烯二
news.asp?page_id=7&p
酸、溶出試驗(三聚氰胺)、3-單氯丙二醇、銅葉綠素、食
roject_code=0
品中脂肪酸、材質試驗(苯乙烯、甲苯、乙苯、正丙苯、
異丙苯)、溶出試驗(DBP、DEHP、BBP、DEHA、DINP、
DIDP)、氯黴素類、赭麴毒素 A、蔬果類重金屬(鉛、鎘)、
飲料類重金屬(鉛、砷、銅、錫、銻)、二甲基黃及二乙基
黃、四環黴素類、-內醯胺類抗生素、材質試驗(2-巯基
咪唑啉、鉛、鎘)-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溶出試驗(酚)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溶出試驗(甲基丙烯酸甲酯單體)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膠類、材質試驗(鉛、鎘)-甲基丙烯
酸甲酯塑膠類、材質試驗(鉛、鎘)-聚醯胺(尼龍)塑膠類、
3

溶出試驗(己內醯胺單體)-聚醯胺(尼龍)塑膠類、溶出試驗
(鋅、酚)-哺乳器具橡膠類、材質試驗(鉛、鎘)-聚乙烯塑
膠類、聚丙烯塑膠類、聚甲基戊烯塑膠類、溶出試驗(鉛)玻璃、陶瓷器、施琺瑯、黃麴毒素、玉米赤黴毒素、玉
米及其製品中伏馬毒素 B1 和 B2、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
及其乙醯衍生物、材質試驗(鉛、鎘)-聚對苯二甲酸乙二
酯、材質試驗(鉛、鎘)-聚乳酸、材質試驗(鉛、鎘)-聚苯
砜樹酯塑膠類嬰兒奶瓶、材質試驗(鉛、鎘)-聚碳酸酯、
材質試驗(鉛、鎘)-聚醚砜樹酯塑膠類嬰兒奶瓶、溶出試
驗(甲醛)-未以塑膠淋膜紙類製品、溶出試驗(銻、鍺)-聚
對苯二甲酸乙二酯)、塑膠類嬰兒奶瓶雙酚 A、塑膠類食
品容器-塑化劑、咖啡因、西藥成分定性(食品)、甜味劑、
黃麴毒素 B1、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動物性成分
-定性篩選、動物性成分-雞、牛、豬、甜味劑(10 項)、亞
硝酸鹽、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甲基汞(三)、食米
中重金屬(鉛、鎘、汞)、食用藻類無機砷、耐熱性試驗、
甲醛(二)、食品中磷酸鹽、抗生素及其代謝產物、抗原蟲
劑、飲料中咖啡因、甲醛(乙醯丙酮法)、魚油 EPA、DHA、
Monacolin K、黴菌毒素-多重毒素、殘留農藥-殺菌劑二
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動物性成分-羊、植物性成分蔥、蒜、洋蔥、韭、蕎、碘價(食用油脂)、酸價、過氧化
價、硝基呋喃代謝物、蘇丹色素、總急性化合物、T-2 毒
素及 HT-2 毒素、乳製品中黃麴毒素 M1、卡巴得及其代
謝物、乙型受體素類、防腐劑、抗氧化劑、生菌數、大
腸桿菌、大腸桿菌群、志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
4

腸炎弧菌、仙人掌桿菌、乳酸菌、包裝飲用水中綠膿桿
菌、包裝飲用水中糞便性鏈球菌、包裝飲用水中大腸桿
菌群、單核增多性李斯特菌、乳品中李斯特菌、阪崎腸
桿菌、沙門氏桿菌、黴菌及酵母菌、食品添加物檢驗規
格-重金屬檢查法、食品添加物檢驗規格-鉛檢查法、食品
添加物檢驗規格-砷檢查法、離子型抗球蟲藥、著色劑
(二)、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
砷、銻)、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腸桿菌科、禽畜產品
中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129 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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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1 新北市新店區民
財團法人台北市
權路 50 號 4 樓
瑠公農業產銷基
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品項)、殘留農藥-殺菌
(02) 2915-8703
108.11.14
金會(農業檢驗中
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
http://www.liukung.org.
心)
tw/index7t.asp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黴菌及酵母菌、腸炎
弧菌、仙人掌桿菌、大腸桿菌 O157：H7、單核球增多性
李斯特菌、氣單孢菌、抗生物質、產氣莢膜桿菌、阪崎
24889 新北市新莊區五
腸桿菌、沙門氏桿菌、乳品中李斯特菌、金黃色葡萄球
菌、曲狀桿菌、棒麴毒素、赭麴毒素 A、黃麴毒素、二
台美檢驗科技有 股工業區五工五路 21
號
109.06.15 氧化硫(食品)、甜味劑、咖啡因、著色劑、過氧化氫、丙
限公司
(檢驗中心)
酸、硼酸及其鹽類、水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
(02) 2298-1370
http://www.superlab.com.tw/

礦物質(鈉)、Monacolin K、過氧化氫(免洗筷)、二氧化硫
(免洗筷)、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順丁烯二酸、魚油 EPA、
DHA、塑化劑、氯黴素類、植物性成分-芒果、植物性成
分-花生、動物性成分-金絲燕、植物性成分-蔥、洋蔥、
5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
衛授食字第 1081106292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30 號
認證證明書

蒜、韭、蕎、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動物性成分-牛、羊、
豬、雞、冬蟲夏草、蛹蟲草、牛樟芝、乳酸雙叉乳酸桿
菌、長雙叉乳酸桿菌、短雙叉乳酸桿菌、雙叉乳酸桿菌、
嬰兒雙叉乳酸桿菌、糞腸球菌、唾液鏈球菌、嗜熱鏈球
菌、短乳酸桿菌、副乾酪乳酸桿菌、發酵乳酸桿菌、嗜
酸乳酸桿菌、食品添加物之砷規格檢驗、食品添加物之
鉛規格檢驗、食品添加物之重金屬規格檢驗、包裝飲用
水中重金屬(鉛、鎘、砷、汞、銅、鋅)、水產動物類中重
金屬(鉛、鎘)、蛋類中重金屬(鉛、銅)、蔬果類中重金屬
(鉛、鎘)、食用菇類重金屬(鉛、鎘)、甲基汞(三)、孔雀
綠及其代謝產物、硝基呋喃代謝物、西藥成分定性(食
品)、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防腐劑、抗
氧化劑、水產動物類中無機砷、食用藻類中無機砷、亞
硝酸鹽、禽畜類可食用性內臟中重金屬(鉛、鎘)、食米中
重金屬(鉛、鎘、汞)、食用油脂中重金屬(砷、鉛、銅、
汞、錫)、3-單氯丙二醇、包裝飲用水中綠膿桿菌、包裝
飲用水中糞便性鏈球菌、包裝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乳
酸菌、霍亂弧菌、志賀氏桿菌、耶辛尼氏腸炎桿菌、殘
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
(二)、三聚氰酸、甲醛(乙醯(代)丙酮法)、甲醛(二)、食米
中無機砷、三聚氰胺、甜味劑、水產品中揮發性鹽基態
氮、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
砷、銻)、腸桿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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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全食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22102 新北市汐止區新
灰分、水分、固形物、蛋白質、維生素 C、酸度(果汁類)、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衛
108.11.14
台五路一段 98 號 15 樓
粗脂肪、羥甲胺基氮
授食字第 1081106275 號
6

(中央研究所 分
析檢驗中心)

(02) 2696-7969

認證證明書

http://www.arch-world.co
m.tw/Company/19415.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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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86 新北市五股工業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21 日
區五權七路 38 號
食用油脂中重金屬-砷、鉛、銅、汞、Monacolin K、正己
部授食字第 1081106484 號
(02) 2299-3279
108.11.21
烷、難消化性糊精、食品摻西藥成分定性(214)
http://www.tw.sgs.com/
認證證明書
實驗室)
zh_tw/home_tw_v2?
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沙門氏桿菌、單核球增多性
李斯特菌、大腸桿菌 O157：H7、食用菇類重金屬(鉛、
鎘)、順丁烯二酸、黴菌及酵母菌、生菌數、大腸桿菌群、
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金黃色葡萄球菌、食品添加物檢
驗規格-重金屬檢查法、食品添加物檢驗規格-鉛檢查法、
114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
暐凱國際檢驗科
食品添加物檢驗規格-砷檢查法、水產動物類重金屬(鉛、
路 1 段 120 巷 15 弄 28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4 月 12 日衛
技股份有限公司
鎘)、食米重金屬(鉛、鎘、汞)、過氧化價、酸價、總極
號
108.04.12
授食字第 1081102018 號
(食品安全檢驗中
性物質、水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二氧化硫(食
(02) 8751-1232
認證證明書
心)
品)、著色劑、諾羅病毒、動物性成分-豬、雞、牛、單核
http://www.fsii.com.tw/
球增多性李斯特菌、亞硝酸鹽、乳品中李斯特菌、三聚
氰胺、氯黴素類、丙烯醯胺、包裝飲用水中重金屬(鉛、
鎘、汞、銅、鋅、砷)、棒麴毒素、黃麴毒素、赭麴毒素
A、曲狀桿菌、病原性大腸桿菌、動物性成分-鹿、腸炎
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超微量工業安全

弧菌、仙人掌桿菌、硝基呋喃代謝物、防腐劑
009

臺灣菸酒股份有
限公司酒研究所
(酒類分析實驗

11673 台北市文山區羅
斯福路 6 段 142 巷 13 102.11.22 酒類中甲醇、酒類中二氧化硫、酒類中鉛
號
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2
年 11 月 22 日 FDA 風字第
1029008756B 號

室)

010

財團法人中央畜
產會
(技術服務中心)

(02)2930-1792
http://www.ttl.com.tw/h
ome/home.aspx
生菌數、大腸桿菌群、病原性大腸桿菌、黴菌及酵母菌、
大腸桿菌(O157:H7)、乳酸菌、霍亂弧菌、阪崎腸桿菌、
產氣莢膜桿菌、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動物性成分-豬、
羊、雞、火雞、鴕鳥、牛、植物性成分-蔥、蒜、洋蔥、
韭、蕎、抗生物質、水分、粗灰分、乳脂肪、粗脂肪、
粗蛋白、澱粉、膽固醇、水解胺基酸、磷酸鹽、游離脂
肪酸、水分活性測定、過氧化價、孔雀綠及其代謝物、
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四環黴素類、亞硝酸鹽、
過氧化氫、卡巴得及其代謝物、抗原蟲劑、-內醯胺類
90049 屏東縣屏東市工
抗生素、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抗生素及其代謝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7 日
業五路 2 號
(08) 723-0341
109.02.07 物、包裝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
衛授食字第 1091100738 號
乳品李斯特菌、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包裝飲用水中
http://service-center.nai
認證證明書
糞便性鏈球菌、包裝飲用水中綠膿桿菌、氯黴素類、二
f.org.tw/skel.htm
甲基黃及二乙基黃、甜味劑、金黃色葡萄球菌、曲狀桿
菌、黃麴毒素、二氧化硫(食品)、順丁烯二酸、咖啡因、
動物性成分-狗、Avermectin 類抗生素、胺基醣苷類抗生
素之檢驗(一)、(二)、包裝飲用水重金屬(鉛、鎘、砷、
汞、銅、鋅)、赭麴毒素 A、腸炎弧菌、仙人掌桿菌、甲
基汞(三)、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安保寧(二)、泰
拉黴素、乙醯異戊醯泰樂黴素及其代謝物、硝基呋喃代
謝物、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防腐
劑、乙型受體素類、離子型抗球蟲藥

8

011

012

013

清華科技檢驗股
份有限公司
(化學測試實驗
室)
國立成功大學環
境微量毒物研究

30267 新竹縣竹北市中
和街 55 號
(03) 554-5022
http://www.tsing-hua.co
m.tw/
70403 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102.11.14 亞硝酸鹽、過氧化氫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2 年 11 月 14 日 FDA 風字第
1024017861B 號

戴奧辛(肉類、乳品類、蛋類、魚貝類、油脂類、蔬果植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7 日衛
109.02.07 物類)、多氯聯苯(肉類、乳品類、蛋類、魚貝類、油脂類、
授食字第 1091100748 號
認證證明書
蔬果植物類)、非戴奧辛類多氯聯苯(39 品項)(乳品類)

(06) 235-3535
中心(超微量物質
http://rcetts.rsh.ncku.ed
分析實驗室)
u.tw/bin/home.php
40850 台中市南屯區工
仲禹工程顧問股 業 24 路 32 號 4 樓
份有限公司(環境 (04) 2350-1158
戴奧辛(乳品類、肉類、魚貝類、蛋類、油脂類)、多氯聯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5 日部
109.05.15
暨超微量分析實 http://www.worthies.co
苯(乳品類、肉類、魚貝類、蛋類、油脂類)
授食字第 1091102929 號
驗室)
m.tw/service_dioxin.ht
m

014

騰德姆斯技術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實驗室)

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甜味劑、金黃色葡萄球菌、
包裝飲用水中綠膿桿菌、糞便性鏈球菌、大腸桿菌群、
806 高雄市前鎮區南七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
路3號3樓
沙門氏桿菌、黴菌及酵母菌、水分、粗灰分、粗蛋白、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17 號
(07)831-7000 轉 111
109.06.15 順丁烯二酸、仙人掌桿菌、咖啡因、丙酸、二氧化硫(食
品)、乳酸菌、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膳食纖維、水產動
https://www.tentamus.c
認證證明書
物類中重金屬(鉛、鎘)、甲基汞(二)、罐頭類重金屬(鉛、
om.tw/lab-certification/
錫)、蔬果類重金屬(鉛、鎘)、飲料類重金屬(砷、鉛、銅、
錫、銻)、蛋類重金屬(鉛、銅)、禽畜重金屬(鉛)、食用菇
9

類重金屬(鉛、鎘)、食品中脂肪酸、礦物質(鈣、磷、鈉、
鉀、鐵、鋅、鎂、銅、錳、鉻、鉬、硒)、橘黴素、氯黴
素類、四環黴素類、赭麴毒素 A、包裝飲用水中重金屬
(鉛、鎘、砷、汞、銅、鋅)、食用油脂重金屬(砷、鉛、
銅、汞、錫)、食米重金屬(鉛、鎘、汞)、動物性成分-定
性篩選、動物性成分-羊、牛、雞、豬、植物性成分-洋蔥、
蔥、蒜、韮、蕎、雞肉及雞蛋中殘留農藥-芬普尼及其代
謝物、抗原蟲劑、腸炎弧菌、棒麴毒素、離子型抗球蟲
藥、甲基汞(三)、產氣莢膜桿菌、乳品中李斯特菌、單核
球增多性李斯特菌、碘價、過氧化價、酸價、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
物、揮發性鹽基態氮、甲醛(二)、甲醛(乙醯(代)丙酮法)、
膽固醇、食米中無機砷、水產動物類中無機砷、抗生素
及其代謝物、防腐劑、抗氧化劑、Monacolin K、離子型
抗球蟲藥、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
鎘、汞、砷、銻)
40768 台中市西屯區工
業區三十六路 41 號

015

上準環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 (04) 2358-2525
http://www.sundream.com.t
衛生實驗室)
w/

016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油脂中重金屬(砷、鉛、銅、汞)、水
產動物類重金屬(鉛、鎘)、過氧化氫(食品)、過氧化氫(免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2 日
109.03.12 洗筷)、硼酸及其鹽類、順丁烯二酸、鄰苯二甲酸酯類、
衛授食字第 1091101459 號
認證證明書
食米重金屬(鉛、鎘、汞)、食用菇類重金屬(鉛、鎘) 、
四環黴素類、硝基呋喃代謝物

81170 高雄市楠梓加工
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包裝飲用水中(糞便性鏈球菌、綠
台灣檢驗科技股
出口區開發路 61 號
膿桿菌、大腸桿菌群)、腸炎弧菌、仙人掌桿菌、大腸桿
份有限公司(食品
109.06.16
菌、黴菌及酵母菌、乳品中李斯特菌、沙門氏桿菌、水
(07) 301-2121
實驗室-高雄)
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酸價、總極性物質、膳
http://www.tw.sgs.com/
10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6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3703 號
認證證明書

zh_tw/home_tw_v2?

食纖維、糖類(葡萄糖、果糖、蔗糖、麥芽糖、乳糖)、孔
雀綠及其代謝物、丙酸、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動物性
成分-豬、羊、雞、牛、食品中植物性成分-蔥、洋蔥、韭
菜、蒜、蕎、著色劑、礦物質(鈣、銅、鐵、鎂、錳、磷、
鉀、鈉、鋅)、水產動物類重金屬(鉛、鎘)、食用油脂重
金屬(砷、鉛、銅、汞)、硼酸及其鹽類、酸度(蜂蜜)、水
不溶物含量(蜂蜜)、澱粉酶活性(蜂蜜)、羥甲基糠醛(蜂
蜜)、維生素 A、C、咖啡因、塑化劑、乳酸菌、維生素
D、順丁烯二酸、組織胺、膽固醇、動物性成分-金絲燕、
鹿、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病原性大腸桿菌、阪崎腸
桿菌、氯黴素類、四環黴素類、食品中脂肪酸、過氧化
價、維生素 E、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內醯胺類抗生
素、雙氰胺、金黃色葡萄球菌、飲料類重金屬(砷、鉛、
銅、銻、錫)、罐頭類重金屬(鉛、錫)、食米重金屬(鉛、
鎘、汞)、蔬果類重金屬(鉛、鎘)、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鉛檢查法、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重金屬檢查法、食品添
加物規格檢驗-砷檢查法、甜味劑、水分(蜂蜜)、糖類(蜂
蜜)、聚果糖、志賀氏桿菌、產氣莢膜桿菌、基因改造食
品(40-3-2(RRS)、A2704-12、A5547-127、DP-305423-1、
DP-356043-5、MON87705、MON87708、MON89788、
MON87769、MON87701)、大腸桿菌 O157：H7、魚油
EPA、DHA、糖類(果糖、乳糖、半乳糖、蔗糖、葡萄糖、
麥芽糖)、甜味劑、碘價、皂化價、甲基汞(三)、硝基呋
喃代謝物、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
不皂化物、飲料中咖啡因、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多重殘
11

留分析(60 品項)、胺基糖苷類抗生素(一)、胺基糖苷類抗
生素(二)、著色劑(米製品)、糖類(果糖、葡萄糖、蔗糖、
麥芽糖、乳糖)、防腐劑、辣椒粉中鹼性橙及羅丹明 B、
食品中規定外媒焦色素、基因改造食品 DAS-59122-7、
TC1507、MON88017、MON89034、NK603、MON810、
GA21、BT11、MIR604、T25、MIR162、MON87460、
Event3272、CaMV35S、FMV、NOS 定性篩選、乙型受
體素類、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品項)、著色劑
-多重殘留分析(二)、曲狀桿菌、腸桿菌科、動物用藥-多
重殘留分析(二)、葡聚糖、膳食纖維、水產品中揮發性鹽
基態氮、著色劑(二)

017

018

019

84043 高雄市大樹區
喬志亞生技股份
竹寮里竹寮路 308 號
有限公司(生物測
103.11.13 包裝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糞便性鏈球菌及綠膿桿菌
(07) 651-7471
試實驗室)
http://www.jojia.com/
24355 新北市泰山區明
昭信標準檢驗股 志路 3 段 517 號 6 樓
份有限公司(食 (02) 2906-4369
108.05.09 Monacolin K、丙酸、防腐劑
品、藥物化粧品 http://www.theosin.com
檢測實驗室)
.tw/theosin/index2.php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11 月 13 日部
授食字第 1030046970B 號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5 月 09 日
部授食字第 1081101910 號

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
正修科技大學超
氯黴素、孔雀綠及其代謝物、硝基呋喃代謝物、咖啡因、
清路 840 號
微量研究中心(食
防腐劑(苯甲酸、己二烯酸、去水醋酸)、三聚氰胺、殘留 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01 月 13 日
(07) 731-0606
101.01.13
署授食字第 1010001530 號
品藥物與農藥檢
農藥(四)、食品中重金屬(鉛、鎘)、水分、灰分、粗蛋白、
http://www2.csu.edu.tw/c
測實驗室)
粗脂肪、調味劑
sitshow/micro/index-1.ht

12

m

020

021

022

62152 嘉義縣民雄鄉頭
水分、粗蛋白、粗灰分、礦物質(鋅、銅、鐵、鈉、鈣)、
愛之味股份有限
橋工業二路 11 號
粗脂肪、過氧化氫、膳食纖維、生菌數、大腸桿菌群、
公司(檢驗分析中
109.06.16
大腸桿菌、順丁烯二酸、食用菇類重金屬(鉛、鎘)、赭麴
(05) 221-1521
心)
http://agvcn.cn.alibaba.com/
毒素 A、葡聚糖、聚果糖、黃麴毒素

024

025

認證證明書

709 台南市安南區安明
國立成功大學-永 路三段 500 號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06 日衛
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
續環境實驗所(藥
(06) 384-0136
108.11.06
授食字第 1081106103 號
物毒物分析實驗
重殘留分析(五)(380 項)
http://serc.ncku.edu.tw/i
認證證明書
室)
ndex.php?lang=cht
台灣區鰻蝦輸出 33757 桃園市大園區圳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2 月 04 日衛
業同業公會
頭路 447 號
107.12.04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
授食字第 1071107355 號
(水產品檢驗中 (03) 385-4645
認證證明書
心)
http://www.apic.org.tw/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
路 301 號食安大樓 3 樓

023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6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3726 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金黃色葡萄球菌、仙
限公司(永康品管 (06) 253-6789
108.03.25
人掌桿菌、粗灰分
課)
http://www.uni-preside
nt.com.tw/
財團法人中華穀 24937 新北市八里區中
硼酸及其鹽類、木醣醇、濕麵筋、丙酸、順丁烯二酸、
類食品工業技術 山路三段 223 號
水分、粗灰分、黃麴毒素、赭麴毒素 A、著色劑、防腐
109.05.13
研究所(化驗組實 (02) 2610-1010
劑、黴菌毒素-多重毒素分析、脫氧雪腐鐮刀菌烯醇及其
http://www.cgprdi.org.tw/
驗室)
乙醯衍生物
正修學校財團法
人正修科技大學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3 月 25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596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2826 號
認證證明書

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
戴奧辛及多氯聯苯(肉類、乳品類、蛋類、魚貝類、油脂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7 日衛
109.02.07
路 840 號
類)
授食字第 1091100748 號
13

超微量研究科技 (07) 731-0606
中心(環境檢驗實 http://www2.csu.edu.tw/c
驗室)
sitshow/micro/index-1.ht

認證證明書

m

026

43302 臺中市沙鹿區
弘光科技大學(食 臺灣大道六段 1018 號
品與化妝品品質 (04) 2631-8652
檢驗與分析中心) https://www.hk.edu.tw/main.
php

027

植物性成分-洋蔥、韭、蕎、蔥、蒜、硼酸及其鹽類、諾
羅病毒、沙波病毒、A 型肝炎病毒、二氧化硫、星狀病
109.05.26
毒、冬蟲夏草、蟲蛹草、過氧化氫、沙門氏桿菌、防腐
劑

24255 新北市新莊區中
華友科技顧問股
正路 610 號 2F
份有限公司(藥物
(02) 2906-0887
109.05.29 西藥成分定性(214) (食品)
食品化粧品檢驗
http://www.hwayo.com.t
實驗室)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26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3164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29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3242 號
認證證明書

w/

028

精湛檢驗科技股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水分、灰分、粗蛋白、粗脂肪、酒類中鉛、酒類中二氧 行政院衛生署 102 年 06 月 06 日
份有限公司(藥物 716 號 14 樓
102.06.06
署授食字第 1021101689B 號
化硫、酒類中甲醇、酒類中乙醇
食品檢驗室)
(02) 8228-0770 分

029

材質試驗(鉛、鎘)、溶出試驗(鉛、鎘)、雙酚 A、溶出試
24886 新北市新北產業
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溶出試驗(甲基丙烯酸甲酯單體)、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
台灣檢驗科技股 園區五權七路 25 號
溶出試驗(甲醛)、溶出試驗(蒸發殘渣)、溶出試驗(氯乙烯
衛授食字第 1091102858 號
份有限公司(化學 (02) 2299-3279
109.05.13 單體)、溶出試驗(氯仿可溶物)、溶出試驗(酚)、溶出試驗
實驗室-台北)
(以 Pb 計)、溶出試驗(砷)、溶出試驗(鋅)、砷之檢驗(以
http://www.tw.sgs.com/
認證證明書
As 計)、溶出試驗(銻、鍺)、材質試驗(鋇)、材質鑑別、
zh_tw/home_tw_v2
材質試驗(螢光增白劑-遷移性螢光物質試驗)、耐熱性試
14

驗、溶出試驗(三聚氰胺)、溶出試驗(總乳酸)、溶出試驗
(著色劑)、材質試驗(氯乙烯單體)、材質試驗(二丁錫化
物)、材質試驗(甲酚磷酸酯)、材質試驗(苯乙烯、甲苯、
乙苯、正丙苯、異丙苯)、材質試驗(偏二氯乙烯單體)、
溶出試驗(氯甲代環氧丙烷單體)、溶出試驗(氯乙烯單
體)、溶出試驗(BBP、DEHA、DINP、DIDP)、溶出試驗
(酚)-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哺乳器具橡膠類、溶出試驗
(鋅)-哺乳器具橡膠類、溶出試驗(鉛)-玻璃、陶瓷器、施
琺瑯、材質試驗(2-巯基咪唑啉)-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
材質試驗(鉛、鎘)-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聚醯胺(尼龍)、聚乙烯、聚丙烯、聚甲基戊烯、溶
出試驗(甲基丙烯酸甲酯單體)-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出
試驗(己內醯胺單體)-聚醯胺(尼龍)、塑膠類食品容器-可
塑劑、免洗筷過氧化氫、免洗筷二氧化硫、材質試驗(鉛、
鎘)-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材質試驗(鉛、鎘)-聚乳酸、材
質試驗(鉛、鎘)-聚苯砜樹酯塑膠類嬰兒奶瓶、材質試驗
(鉛、鎘)-聚碳酸酯、材質試驗(鉛、鎘)-聚醚砜樹酯塑膠
類嬰兒奶瓶、溶出試驗(甲醛)-未以塑膠淋膜紙類製品、
溶出試驗(銻、鍺)-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塑膠類嬰兒奶
瓶中雙酚 A、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製造修補用重金屬
(鉛、銻)

030

國立嘉義大學(生 60004 嘉義市東區學府
命科學院檢驗中 路 300 號
101.12.27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
心水產品檢驗組) (05) 271-7845
15

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12 月 27 日
署授食字第 1018002133 號

74443 台南市新市區大
營里 7 號

031

032

033

034

統一企業股份有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6 日衛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乳酸菌、水分、黴菌
限公司(新市品管 (06) 599-1511
109.02.06
授食字第 1071100715 號
及酵母菌、固形物、粗灰分
認證證明書
課)
http://www.uni-preside
nt.com.tw/
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
甜味劑、孔雀綠及其代謝物、甲基汞、棒麴毒素、黃麴
美和科技大學(農 和村屏光路 23 號
毒素、橘黴素、丙酸、三聚氰胺、三聚氰酸、四環黴素
衛生福利部 104 年 03 月 02 日
水產品檢驗服務 (08) 779-9821
103.09.24 類、亞硝酸鹽、過氧化氫、二氧化硫(食品)、甲醛、氯黴
部授食字第 1049900705B 號
素類、赭麴毒素 A、乙型受體素類、防腐劑、硝基呋喃
中心)
http://203.71.232.55/me
代謝物、3-單氯丙二醇
ihobt/main.htm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
水分、灰分、粗脂肪、粗蛋白、順丁烯二酸、食品中脂
區 14 路 9 號
肪酸、甜味劑、糖類(葡萄糖、半乳糖、乳糖、蔗糖、麥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9 日
台灣檢驗科技股 (04) 2359-1515
芽糖、果糖)、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衛授食字第 1091101599 號
份有限公司(食品 http://www.tw.sgs.com/ 109.03.19
(二)、防腐劑、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金黃色
實驗室-台中)
認證證明書
zh_tw/home_tw_v2?
葡萄球菌、黴菌及酵母菌、殘留農藥 -多重殘留分析
(五)(380 項)
水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生菌數、大腸桿菌、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學
大腸桿菌群、硝基呋喃代謝物、孔雀綠及其代謝物、順
府路 1 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
丁烯二酸、四環黴素類、丙酸、氯黴素類、二氧化硫、
(08) 774-0219
學(農水產品檢驗
108.05.22 二氧化硫(免洗筷)、黃麴毒素、包裝飲用水中重金屬
http://www.caapic.npust
(砷、鉛、鎘、銅、鋅、汞)、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
與驗證中心)
.edu.tw/Index/news.asp
基甲酸鹽類(二)、動物用藥多重殘留(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食米中(鉛、鎘、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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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5 月 22 日
衛授食字第 1081102779 號
認證證明書

035

036

037

038

039

33855 桃園市蘆竹區南
義美食品股份有
工路一段 11 號
限公司(義美食品
粗脂肪、丙酸、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乳酸
(03) 322-2406
109.05.13
菌、防腐劑、三聚氰胺
股份有限公司實
http://www.imeifoods.c
驗室)
om.tw/
南台灣環境科技 71060 台南市永康區自
包裝飲用水重金屬(砷、銅、鋅、鉻、鐵、錳、鎳)、pH
股份有限公司(食 強路 750 巷 68 弄 57 號 101.08.17
值
品衛生實驗室) (06) 201-0769

宜蘭縣政府衛生
局(檢驗稽查科)

26051 宜 蘭 縣 宜 蘭 市
女中路二段 287 號
(039) 322-634
http://www.ilshb.gov.tw
/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2831 號
認證證明書

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08 月 17 日
署授食字第 1010052192 號

大腸桿菌、二氧化硫(食品)、生菌數、大腸桿菌群、硼酸
及其鹽類、過氧化氫、甜味劑、金黃色葡萄球菌、殘留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23 日
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著色劑、大腸桿菌群(包(盛)裝
衛授食字第 1091103920 號
109.06.23 飲用水)、綠膿桿菌(包(盛)裝飲用水)、糞便性鏈球菌(包
(盛)裝飲用水)、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認 證 證明 書
(二)、防腐劑、腸桿菌科、著色劑(二)、禽畜產品中殘留
農藥-多重殘留分析(129 品項)

30295 新竹縣竹北市
衛 生 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
光明七街 1 號
丙酸、防腐劑、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甜味
衛授食字第 1081107378 號
109.01.10
(035)518-160
劑
http://www.hcshb.gov.t
認證證明書
w/index.jsp
95049 台東縣台東市博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4 月 18 日衛
愛路 336 號
臺東縣衛生局(心
授食字第 1081102048 號
過氧化氫、硼酸及其鹽類、甲醛(二)、甲醛(乙醯(代)丙酮
(089) 323-370
108.04.18
法)、二氧化硫(食品)、防腐劑
理衛生及檢驗科)
http://www.ttshb.gov.tw
認證證明書
/
新竹縣政府衛生
局(檢驗科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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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9 嘉義縣太保市祥
和二路東段 3 號

040

嘉義縣衛生局(檢
(05) 3620-609
驗科實驗室)
http://www.cyshb.gov.t
w/main.asp
97058 花蓮縣新興路
200 號

041

042

043

044
045

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食品)、亞硝酸鹽、四環黴素類、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6 日衛
甜味劑、氯黴素類、抗原蟲劑、二氧化硫(食品)、甲醛
109.02.06
授食字第 1091100726 號
(二)、甲醛(乙醯(代)丙酮法)、黃麴毒素、硝基呋喃代謝
認證證明書
物、防腐劑
亞硝酸鹽、二氧化硫(食品)、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09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0097 號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四環黴素類抗生素、甜味劑、卡巴
109.01.09
得及其代謝物、氯黴素類、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硝基
認證證明書
呋喃代謝物、防腐劑、乙型受體素類、著色劑

花蓮縣衛生局(檢
(038) 237-138
驗科實驗室)
http://www.hlshb.gov.t
w/
50049 彰化市中山路 2
硼酸及其鹽類、咖啡因(CNS)、飲料中咖啡因、過氧化氫、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09 日
段 162 號
彰化縣衛生局(檢
衛授食字第 1091100099 號
甜味劑、著色劑、二氧化硫(食品)、維生素 E、孔雀綠及
(04) 711-5141
109.01.09
其代謝物、卡巴得及其代謝產物、β-內醯胺類抗生素、
驗科實驗室)
http://www.chshb.gov.t
認證證明書
防腐劑、乙型受體素類、亞硝酸鹽、著色劑(二)
w/
60097 嘉 義 市 西 區 德
明路 1 號
亞硝酸鹽、過氧化氫、硼酸及其鹽類、、殘留農藥-多重
嘉義市政府衛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09 日
(05) 233-8066
殘留分析(五)、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防腐劑
局(檢驗科實驗
109.06.09
衛授食字第 1091103504 號
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著色劑、棒
http://www.cichb.gov.t
認證證明書
室)
麴毒素、甜味劑、著色劑(二)
w/news/index.asp?flagscript=A
定勢生醫科技股 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
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05 月 06 日
份有限公司(定勢 東路二段 69-7 號 4 樓 100.05.06 三聚氰胺
署授食字第 1001100637 號
生醫實驗室)
(02) 2809-2113 轉 12
詮昕科技股份有

43449 台中市龍井區遠 108.01.09 防腐劑、二氧化硫(食品)、過氧化氫、順丁烯二酸、赭麴
18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1 月 09 日

限公司(詮昕科技 東街 60 號 1 樓
股份有限公司實 (04) 2633-8389
驗室)
43769 台中市大甲區日
南里工九路 27 號

046

047

048

049

永信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檢驗 (04) 2681-5181
http://www.ysp.com.tw/
實驗室)
ysp/index.aspx

毒素 A、黃麴毒素、咖啡因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黴菌及酵母菌、阪崎
109.05.13 腸桿菌、沙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乳品中李斯特
菌

衛授食字第 1081100088 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2833 號
認證證明書

26944 宜蘭縣冬山鄉中
杏輝藥品工業股 山村 84 號
衛生福利部 105 年 10 月 27 日
(03) 958-1101
份有限公司(測試
105.10.27 三聚氰胺
http://www.sinphar.com
部授食字第 1050045617 號
實驗室)
/center/introduction.htm
l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防腐劑、亞硝酸鹽、
三聚氰胺、過氧化氫、抗氧化劑、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
11267 臺北市北投區石
塑化劑、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β-內醯胺類抗生素、甜
牌路 2 段 111 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臺北市政府衛生
味劑、著色劑、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雞、牛、豬、動物
(02) 2828-0102
109.06.15
授食字第 1091102132 號
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
局(檢驗室)
認證證明書
http://www.health.gov.t
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西藥
w/
成分定性(214) (食品)、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
重金屬(鉛、鎘、汞、砷、銻)
20647 基隆市七堵區工
著色劑、過氧化氫、二氧化硫(食品)、甜味劑、丙酸、硼
建路 2 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04 日
基隆市衛生局
酸及其鹽類、食用菇類中重金屬(鉛、鎘)、蛋類中重金屬
(02) 2452-9859
109.06.04
衛授食字第 1091103415 號
(鉛、銅)、防腐劑、亞硝酸鹽、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
(檢驗科實驗室)
認證證明書
http://www.klchb.gov.t
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砷、銻)、著色劑(二)
w/ch/00_home/home2.a
19

050

苗栗縣政府衛生
局(檢驗科實驗
室)

051

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檢驗科實驗
室)

052

臺南市政府衛生
局(檢驗中心)

spx
36095 苗栗縣後龍鎮大
庄里光華路 373 號
(037)558-601
https://www.mlshb.gov.
tw/tc/index.aspx

硼酸及其鹽類、二氧化硫(食品)、亞硝酸鹽、甜味劑、防
109.02.06
腐劑、氯黴素類、過氧化氫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6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0728 號
認證證明書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黴菌及酵母菌、仙人
掌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沙門氏桿菌、糞便性鏈球菌、
綠膿桿菌、大腸桿菌群(包(盛)裝飲用水)、四環黴素類、
維生素 E、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亞硝酸鹽、殘留
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動物用藥-多重殘
留分析(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品項)、β802 高雄 市苓 雅區凱
內醯胺類抗生素、卡巴得、防腐劑、甜味劑、乙型受體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9 日衛
旋二路 132-1 號 7 樓、
素類(21)、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及魚、豬、雞、牛、羊、
109.05.19
授食字第 1091102978 號
飲水中溴酸鹽、西藥成分定性(214)(食品)、病原性大腸
8 樓(07) 713-4000
認證證明書
桿菌、氯黴素類、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60 項)、禽畜產
http://www.kcg.gov.tw/
品中殘留農藥(126 項)、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
重金屬、順丁烯二酸、腸炎弧菌、乳品中李斯特菌、腸
桿菌科、基因改造食品黃豆轉殖品項 40-3-2(RRS)、
A2704-12、A5547-127、DP-305423-1、DP-356043-5、
MON87705、MON87708、MON89788、MON87701、
MON87769、BPS-CV127-9、DAS -68416-4、FG72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防腐劑、亞硝酸鹽、
73064 臺南市新營區東
二氧化硫(食品)、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食品)、甜味
興路 163 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衛
劑、黃麴毒素、溴酸鹽、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及魚、豬、
(06) 632-2120
109.01.10
授食字第 1081107380 號
雞、牛、羊、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汞)、乙型受
認證證明書
http://health.tainan.gov.
體素類(21)、植物性成分-洋蔥、蒜、韭、蕎、蔥、殘留
tw/tnhealth/
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基因改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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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RRS)、A2704-12、A5547-127、BPS-CV127-9、
DAS-68416-4、DP-305423-1、DP-356043-5、MON87705、
MON87708、MON89788、MON87769、MON87701)、動
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
(五)、西藥成分定性(214)(食品)、禽畜類殘留農藥(60)、
建議禽畜類殘留農藥(126)、食品中溴酸鹽

053

054

055

40876 台中市南屯區向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硼酸及其鹽類、過氧
心南路 811 號 4 樓、5
臺中市食品藥物 樓
化氫(食品)、防腐劑、赭麴毒素 A、橘黴素、殘留農藥-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衛
安全處(檢驗組實 (04) 2526-5394
109.01.10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
授食第 1081107386 號
析(五)(380
項)、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豬、雞、牛、
http://www.health.taich
認證證明書
驗室)
羊、西藥成分定性(214)(食品)
ung.gov.tw/internet/mai
n/index.aspx
二氧化硫(食品)、硼酸及其鹽類、飲料中咖啡因、著色劑、
33084 桃園市中壢區溪
過氧化氫、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綠膿桿菌、
州街 296 號 4 樓
糞便性鏈球菌、大腸桿菌群(包(盛)裝飲用水)、四環黴素
桃園市政府衛生 (03) 433-1025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4 月 21 日衛
類、氯黴素類、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順丁烯二酸、抗
http://www.tychb.gov.t
局(食品管理暨檢
109.04.21
授食字第 1091102301 號
原蟲劑、離子型抗球蟲藥、安保寧、抗生素及其代謝物、
w/big5/default.asp
驗科)
認證證明書
防腐劑、甜味劑、黃麴毒素、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
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西
藥成分定性(214)(食品)、沙門氏桿菌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過氧化氫、甜味劑、、
亞硝酸鹽、糞便性鏈球菌(包裝飲用水)、綠膿桿菌(包裝
64054 雲林縣斗六市府
飲用水)、大腸桿菌群(包裝飲用水)、二氧化硫(食品)、丙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3 月 05 日衛
文路
34
號
雲林縣衛生局(檢
授食字第 1081101274 號
酸、硼酸及其鹽類、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甲醛(二)、安
108.03.05
(05) 533-0556
保寧、甲醛(乙醯(代)丙酮法)、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
驗科實驗室)
http://www.ylshb.gov.t
認證證明書
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溶出試驗
w/
(高錳酸鉀消耗量)、溶出試驗(重金屬以鉛計)、溶出試驗
(塑化劑)、溶出試驗(著色劑)、著色劑、防腐劑、溶出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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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酚)、溶出試驗(甲醛)、溶出試驗(三聚氰胺)、溶出試
驗(蒸發殘渣)

056

057

058

059

060

81160 高雄市楠梓區高
楠公路 1001 號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05 月 01 日
103.05.01 氯黴素類、孔雀綠及其代謝物
(07) 351-3121
部授食字第 1031102002B 號
http://www.mirdc.org.t
w/
33383 桃園市龜山區文
塑化劑、磷酸(飲料)、甜味劑、著色劑、硼酸及其鹽類、
財團法人台灣電
明路 29 巷 8 號
丙酸、二氧化硫(食品)、亞硝酸鹽、過氧化氫、甲醛(二)、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4 月 22 日
子檢驗中心(食品 (03) 328-0026
109.04.22 抗氧化劑、順丁烯二酸、甲醛(乙醯(代)丙酮法) 、防腐
衛授食字第 1091102341 號
安全暨藥妝分析 http://www.etc.org.tw/c
劑、甜味劑(建議)、飲料中咖啡因、咖啡因(CNS)、氯黴
認證證明書
ubekm/front/bin/home.
實驗室)
素類、西藥成分定性(食品)(214)、三聚氰胺、著色劑(二)
phtml
220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
著色劑、甜味劑、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防腐劑、
路 192-1 號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金黃色葡萄球菌、沙
新北市政府衛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4 月 15 日衛
(02)2257-7155
門氏桿菌、胺基醣苷類抗生素(一)、殘留農藥-殺菌劑二
局(檢驗科實驗 http://www.health.ntpc.g 109.04.15
授食字第 1091102113 號
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
ov.tw/
認證證明書
室)
(五)(380)、乳酸菌、及酵母菌、病原性大腸桿菌、腸炎
弧菌、仙人掌桿菌、西藥成分定性(食品)(214)
40227 台中市南區興國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4 日衛
國立中興大學(農 大 145 號
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
(04) 2285-4817
109.01.14
授食字第 1091100209 號
重殘留分析(五)(380 項)
藥殘留檢測中心) http://www.nchu.edu.tw
認證證明書
/index1.php
明生生物科技股 22102 新北市新台五路
行政院衛生署 102 年 01 月 28 日
份有限公司(分析 一段 102 號 B 棟 7 樓
102.01.28 塑化劑
署授食字第 1020003505 號
(02) 2696-2669
實驗室)
財團法人金屬工
業研究發展中心
(超微量分析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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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062

063

064

065

066

302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
勝昌製藥廠股份 路六段 436 號
(03) 490-9682
有限公司(勝昌檢
107.04.13 黃麴毒素
http://www.herb.com.t
驗中心)
w/front/bin/notfound.ph
tml?Code=lock
國立臺灣海洋大 20224 基隆市北寧路 2
號
學(水產品檢驗中
108.01.19 氯黴素類、孔雀綠及其代謝物、硝基呋喃代謝物
(02) 2462-2192 轉 2910
心)
http://tcic.ntou.edu.tw/
90054 屏東市自由路
硼酸及其鹽類、亞硝酸鹽、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安保
272 號 4 樓
寧(二)、3-單氯丙二醇、著色劑、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
屏東縣檢驗中心 (08) 737-0065
(鉛、鎘)、過氧化氫(食品)、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
109.02.06
http://www.ptshb.gov.t
甲酸鹽類(二)、防腐劑、乙型受體素類、離子型抗球蟲藥、
(食品檢驗課)
w/style/front001/bexfro
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二氧化硫(食品)、動物用藥
nt.php
-多重殘留分析(二)、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生菌數
統一企業股份有 710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
限公司(食品安全 路 301 號 C 棟 1~2 樓
(06)253-6789 轉 8163
108.01.12 硝基呋喃代謝物、氯黴素類、抗氧化劑
中心食品安全實 http://www.uni-preside
驗室)
nt.com.tw/
30051 新竹市建功二路
新竹市衛生局(檢 20 巷 1 號
咖啡因(CNS)、咖啡因(公告)、甲醛(二)、甲醛(乙醯(代)
108.01.25
(03) 572-3515 轉 261
丙酮法)
驗科實驗室)
http://dep.hcchb.gov.tw/
生菌數、大腸桿菌、包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
50462 南投市復興路 6
南投縣政府衛生 號
(鉛、鎘、汞、砷、銻)、大腸桿菌群(包(盛)裝飲用水)、
局(檢驗科實驗 (049)2233018
109.03.19 綠膿桿菌(包(盛)裝飲用水)、糞便性鏈球菌(包(盛)裝飲用
https://www.ntshb.gov.t
水)、食用油脂中重金屬(汞、砷、鉛、銅)、食用菇類中
室)
w/Default.aspx
重金屬(鉛、鎘)、過氧化氫(食品)、二氧化硫(食品)、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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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7 年 04 月 13 日
衛授食字第 1071102237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1 月 19 日
衛授食字第 1081100245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2 月 06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0721 號
認證證明書

認證效期已逾有效期間
(105.01.12~108.01.11)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1 月 25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0441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9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1601 號
認證證明書

酸及其鹽類、材質試驗(鉛、鎘)、大腸桿菌群、溴酸鹽

067

068

069

070

807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
一路 100 號研究大樓 1
衛生福利部 106 年 03 月 07 日衛
樓
106.03.07 包裝飲用水中重金屬(砷、鉛、鎘、銅、鋅、汞)
(07)312-1101 轉 2023
授食字第 1061101220 號
http://envmed.kmu.edu.
tw/chindex.html
食用藻類中無機砷、甜味劑、甲基汞(三)、食品添加物檢
驗規格(24.鉛檢查法)、食品添加物檢驗規格(7.重金屬檢
查法)、食品添加物檢驗規格(8.砷檢查法)、防腐劑、抗
91250 屏東縣內埔鄉內
氧化劑、3-單氯丙二醇、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
埔工業區建國路 22 號
歐陸食品檢驗股 (08)779-9370 轉 176
亞硝酸鹽、過氧化氫、著色劑、硼酸及其鹽類、二氧化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份有限公司(歐陸 https://www.eurofins.tw 109.06.15 硫(食品)、丙酸、食用油脂中重金屬(砷、鉛、銅、汞)、
授食字第 1091103647 號
/%E9%97%9C%E6%9
食用菇類中重金屬(鉛、鎘)、食米中重金屬(鉛、鎘、汞)、
認證證明書
食品檢驗-屏東)
6%BC%E6%AD%90%
蔬果類中重金屬(鉛、鎘)、著色劑(二)、蘇丹色素、三聚
E9%99%B8/
氰胺、順丁稀二酸、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包裝(盛裝)
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砷、銻)、西藥
成分定性(食品)
320 桃園市中壢區北園
統一超商股份有 路 37 號
生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
生菌數、大腸桿菌群、大腸桿菌、沙門氏桿菌、著色劑、
(03)453-5332
限公司(統一超商
109.06.15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24 號
https://www.7-11.com.t
赭麴毒素 A、棒麴毒素
認證證明書
品質檢驗實驗室) w/company/quality3.as
p
正修學校財團法 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
人正修科技大學 清路 840 號
粗脂肪、粗灰分、水分、粗蛋白、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
(07)
735-8800
超微量研究科技
109.06.15 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衛授食字第 1091103669 號
http://www2.csu.edu.tw/c
項)
認證證明書
中心(食品藥物實
sitshow/micro/index-1.ht
驗室)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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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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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072

073

074

075

076

077

40227 台中市南區國光
路 250 號
(04)2284-0376
http://www.nchu.edu.tw
/index1.php
908 屏東縣長治鄉神農
喬本生醫股份有 東路 9 號
限公司(JBM 認證 (08)762-0033 轉 403
http://www.jobenbio.co
檢驗機構)
m/
248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
工業區五工六路 22 號
振芳股份有限公 (02)2299-2031 轉 3201
司(品保實驗室) http://www.gemfont.co
m.tw/gf-ec/store.nsf/Ge
mfontindex?OpenPage
880 澎湖縣馬公市西
澎湖縣政府衛生 文里 118-2 號
(06)9215351
局(檢驗科)
http://www.phchb.gov.t
w/ch/index.jsp
89142 金門縣金湖鎮新
金門縣衛生局(藥 市里復興路 1-12 號
物食品檢驗科附 (082)330697
http://www.kmhb.gov.t
設檢驗室)
w/
320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
黑松股份有限公 路 178 號
司(食品安全實驗 (03)452-3101 轉 770
http://www.heysong.co
室)
m.tw/
佳美檢驗科技股 407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國立中興大學土
壤調查試驗中心
(化學實驗室)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黴菌及酵母菌、食米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衛
109.01.10 中重金屬(鉛、鎘、汞)、食用菇類重金屬(鉛、鎘)、蔬果
授食字第 1091100135 號
植物類重金屬(鉛、鎘)
認證證明書

109.01.14 食用菇類重金屬(鉛、鎘)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4 日
衛授食字第 1091100214 號

109.06.15 乳酸菌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3628 號
認證證明書

108.02.19 丙酸、過氧化氫、硼酸及其鹽類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2 月 19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059 號
認證證明書

106.12.18 黃麴毒素

衛 生福利部 106 年 12 月 18 日衛
授食字第 1061107829 號
認證證明書

三聚氰胺、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
109.05.13
鎘、汞、砷、銻)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2836 號
認證證明書

109.05.13 三聚氰胺、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咖啡因、二氧化硫(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衛
25

078

079

080

份有限公司(佳美
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檢驗室)

32 路 5 號
(04)2359-5762
http://www.cmit.com.t
w/

嘉藥學校財團法
人嘉南藥理大學
(食品科技系有機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
仁路一段 60 號
108.03.26 咖啡因、飲料中咖啡因、防腐劑、赭麴毒素 A
(06)2664911 分機
3227

品)、黃麴毒素、食用油脂中重金屬(鉛、砷、汞、銅)、
授食字第 1091102819 號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黴菌及酵母菌、酸價、
認證證明書
蛋類重金屬(鉛、銅)、二氧化硫(免洗筷)、過氧化氫(免洗
筷)、食米中重金屬(鉛、鎘、汞)、蔬果類中重金屬(鉛、
鎘)、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防腐
劑、甲基汞(三)、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罐頭類
中重金屬(鉛、錫)、飲料類中重金屬(鉛、銅、砷、錫、
銻)、包裝飲用水中糞便性鏈球菌、包裝飲用水中大腸桿
菌群、包裝飲用水中綠膿桿菌、仙人掌桿菌、沙門氏桿
菌、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
砷、銻)、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
戴奧辛及多氯聯苯(水產動物類、肉類、乳品類)、食米中
重金屬(鉛、鎘、汞)、蔬果中重金屬(鉛、鎘)、過氧化氫、
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著色劑、甜味劑(公告)、甜味劑(建
806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
議)、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金黃色葡萄球菌、
環虹錕騰科技股 路 286-8 號 7 樓-1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衛
甲基汞(三)、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防腐劑、抗
份有限公司(新速 (07)815-2100 轉 200
109.05.13
授食字第 1091102862 號
氧化劑、四環黴素類、食米中無機砷、硝基呋喃代謝物、
http://www.hyperquant
認證證明書
食檢測定中心)
沙門氏桿菌、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um.com.tw/#!/
(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黴菌及酵母菌、仙人
掌桿菌、單核增多性李斯特菌、李斯特菌(乳品)、包裝(盛
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砷、銻)
長庚學校財團法
33303 桃園市龜山區文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人長庚科技大學 化一路 261 號
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砷、
109.06.15
授食字第 1091103673 號
銻)
(食品安全檢驗 (03)211-8999
認證證明書
http://rcihe.cgust.edu.tw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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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3 月 26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668 號
認證證明書

與保健食品檢驗
實驗室)

081

082

083

084

http://www.fdc.cnu.edu.
tw/

71710 台南市仁德區二
仁路一段 60 號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食米中重金屬(鉛、鎘、
(06)2664911 分機
109.06.15 汞)、包裝(盛裝)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
1421
砷、銻)
http://www.analytical.c
nu.edu.tw/index.html
907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
大仁科技大學(食 路 20 號
(08)7624002#2231
品藥物暨環境認
109.01.10 黃麴毒素、水分、粗灰分、粗脂肪、防腐劑
http://research.tajen.edu
證檢驗中心)
.tw/files/11-1007-3077.
php?Lang=zh-tw
食米重金屬(鉛、鎘、汞、砷)、水產動物類重金屬(鉛、
鎘)、過氧化氫、黃麴毒素、咖啡因、二氧化硫(食品)、
維生素 C、乙型受體素類、著色劑、殘留農藥-多重殘留
分析(五)(373 項)、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甲
基汞(三)、食用菇類中重金屬(鉛、鎘)、蔬果類中重金屬
(鉛、鎘)、甜味劑、咖啡因、硼酸及其鹽類、殘留農藥振泰檢驗科技股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仙人掌桿菌、黴菌及酵
份有限公司(振泰 五路 1 段 79 號 13 樓之
7
109.06.15 母菌、沙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防腐劑、殘留農
檢驗科技股份有 (02)2698-1299 轉 206
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項)、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包
限公司實驗室) http://www.stst.com.tw/
裝飲用水中綠膿桿菌、包裝飲用水中糞便性鏈球菌、包
裝飲用水中大腸桿菌群、抗氧化劑、氯黴素類、硝基呋
喃代謝物、蛋類中重金屬(鉛、銅)、食米中無機砷、順丁
烯二酸、乳酸菌、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腸桿菌科、
乙型受體素類、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包裝(盛裝)
飲用水及食用冰塊中重金屬(鉛、鎘、汞、砷、銻)
中山醫學大學(健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 109.01.10 包(盛)裝飲用水中重金屬(砷、鉛、鎘、銅、鋅、汞)
嘉藥學校財團法
人嘉南藥理大學
(食品藥物暨化粧
品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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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9 年 6 月 15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3675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0137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3626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衛

康科技中心實驗
室)

085

亞洲大學(食品安
全檢測中心)

086

長榮空廚股份有
限公司(長榮空廚
公司微生物實驗
室)

087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檢驗室)

088

大成長城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大成品檢中心)

089

朝陽科技大學(亞
洲穀物檢驗中心)

路一段 110 號
(04)2473-0022 #11308
http://rc.csmu.edu.tw/fil
es/11-1032-24-1.php?L
ang=zh-tw
41354 台中市霧峰區柳
豐路 500 號
(04)2332-3456 分機
5176
http://foodsafety.asia.ed
u.tw/
338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
北路 3 號
(03)351-3223
http://www.egsc.com.t
w/company/company.ht
m
209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
村 216 號
(0836)22095
http://www.matsuhb.go
v.tw/index.php
710 台南市永康區蔦松
二街 3 號
(06)253-1111 轉 6245
http://www.greatwall.co
m.tw/index.action
413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
東路 168 號
(04)2332-3000 #7292
http://www.amac.url.tw

授食字第 1091100139 號

動物性成分-定性篩選、牛、豬、雞、羊、生菌數、大腸
108.02.21
桿菌、大腸桿菌群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2 月 21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002 號
認證證明書

108.02.19 黴菌及酵母菌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2 月 19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046 號
認證證明書

108.03.26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3 月 26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666 號
認證證明書

108.07.29 動物用藥-離子型抗球蟲藥、氯黴素類、乙型受體素類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7 月 29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4141 號
認證證明書

106.04.12 橘黴素、黃麴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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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6 年 04 月 12 日衛
授食字第 1061102116 號

090

091

092

093

094

338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
長榮空廚股份有 路 4 段 63 號
(03)351-3223
限公司(超微量檢
105.04.21 三聚氰胺
http://www.egsc.com.t
驗室)
w/company/company.ht
m
545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
路1號
(049)2910960#4091
分析技術實驗
http://www.doc.ncnu.ed
室)
u.tw/ahtrc/
光宇學校財團法 300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
人元培醫事科技 街 306 號
(03)6102450
大學(光宇檢驗 http://b057.epage.ypu.e
中心)
du.tw/bin/home.php
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
臺北醫學大學(食 街 250 號實驗大樓 A
棟2樓
品安全檢驗研發
(02)2736-1661 # 3312
中心)
http://mts.tmu.edu.tw/m
ain.php
110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
臺北醫學大學(臺 街 250 號教學研究大
樓
北醫學大學公共
(02)2736-1661 # 6509
衛生學系)
http://ph.tmu.edu.tw/ne
ws/news.php?class=101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生醫科技與

衛生福利部 105 年 08 月 24 日部
授食字第 1050035784 號

107.09.05 過氧化氫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09 月 05 日衛
授食字第 1071105363 號

108.11.13 咖啡因、飲料中咖啡因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13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6226 號
認證證明書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包(盛)裝飲用水中重金屬
108.03.21 (汞、砷、鉛、鎘、銅、鋅)、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3 月 21 日衛
菌群、、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
授食字第 1081101604 號

107.03.31 水產動物類中重金屬(鉛、鎘)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03 月 31 日部
授食字第 10711020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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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096

材質試驗(鉛、鎘)、溶出試驗(鉛、鎘)、雙酚 A、溶出試
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溶出試驗(甲基丙烯酸甲酯單體)、
溶出試驗(甲醛)、溶出試驗(蒸發殘渣)、溶出試驗(氯乙烯
單體)、溶出試驗(氯仿可溶物)、溶出試驗(酚)、溶出試驗
(以 Pb 計)、溶出試驗(砷)、溶出試驗(鋅)、砷之檢驗(以
As 計)、溶出試驗(銻、鍺)、材質試驗(鋇)、材質鑑別、
材質試驗(螢光增白劑-遷移性螢光物質試驗)、耐熱性試
驗、溶出試驗(三聚氰胺)、溶出試驗(總乳酸)、溶出試驗
(著色劑)、材質試驗(氯乙烯單體)、材質試驗(二丁錫化
物)、材質試驗(甲酚磷酸酯)、材質試驗(苯乙烯、甲苯、
811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
乙苯、正丙苯、異丙苯)、材質試驗(偏二氯乙烯單體)、
口區開發路 61 號 4 樓
溶出試驗(氯甲代環氧丙烷單體)、溶出試驗(氯乙烯單
台灣檢驗科技股 (07)301-2121 #4020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9 月 24 日衛
體)、溶出試驗(BBP、DEHA、DINP、DIDP)、免洗筷聯
份有限公司(化學 http://www.sgs.com.tw/ 108.09.24
授食字第 1081105191 號
苯、溶出試驗(酚)-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哺乳器具橡膠
zh-TW/Our-Company/
實驗室-高雄)
認證證明書
類、溶出試驗(鋅)-哺乳器具橡膠類、材質試驗(2-巯基咪
About-SGS/SGS-in-Bri
唑啉)-哺乳器具除外橡膠類、材質試驗(鉛、鎘)-哺乳器具
ef/SGS-in-Taiwan.aspx
除外橡膠類、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醯胺(尼龍)、聚乙烯、
聚丙烯、聚甲基戊烯、溶出試驗(甲基丙烯酸甲酯單體)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溶出試驗(己內醯胺單體)-聚醯胺(尼
龍)、塑膠類食品容器-可塑劑、材質試驗(鉛、鎘)-聚對
苯二甲酸乙二酯、材質試驗(鉛、鎘)-聚乳酸、材質試驗
(鉛、鎘)-聚苯砜樹酯塑膠類嬰兒奶瓶、材質試驗(鉛、鎘)聚碳酸酯、材質試驗(鉛、鎘)-聚醚砜樹酯塑膠類嬰兒奶
瓶、溶出試驗(甲醛)-未以塑膠淋膜紙類製品、溶出試驗
(銻、鍺)-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溶出試驗(鉛、鎘)-玻璃、
陶瓷器、施琺瑯、塑膠類嬰兒奶瓶雙酚 A
510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
中州科技大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衛
路三段 2 巷 6 號 K101
(保健食品研發
109.01.10 水分、粗灰分、粗脂肪、粗蛋白
授食字第 1081107384 號
室
暨檢驗中心)
認證證明書
(04)8359000#4431
30

http://www.ccut.edu.tw/
adminSection/front/sho
wContent.asp?site_id=r
esearchcenter&m_id=1
43

097

098

099

100

101

台灣食農安全檢
432 台中市大肚區南榮
驗股份有限公司 路 101 號
(台灣食農安全檢 (04)2693-6520
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alltwcompany.co
m/d-C-54137910.html
實驗室)
63201 雲林縣虎尾鎮文
國立虎尾科技大
化路 64 號
學(農業與生物 (05)-6312381;
科技產品檢驗服 (05)-6315868
http://biotech.nfu.edu.t
務中心)
w/main.php?site_id=18
昕穎生醫技術股
235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
份有限公司(昕 街 121 號 8 樓
穎生醫技術股份 (02)82286906 轉 210
有限公司分子生 http://www.seeingbiosci
ence.com/
物實驗室)
330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
路三段 182 號 B1
貝爾國際檢測科 (03)-3476680
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acebook.c
om/貝爾國際檢測科技
(檢測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
-1746895708858479/
22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
安諾生物科技股
五路 1 段 114 號 19 樓

109.03.19

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80 品項)、殘留農藥-殺菌
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9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1588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8 日衛
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
授食字第 1091101591 號
109.03.18
重殘留分析(五)(380 品項)
認證證明書

109.04.10

基因改造食品 40-3-2(RRS)、基因改造食品 A2704-12、
基因改造食品 MON89788 (均含定性及定量)

認證效期已逾有效期間
(106.03.06~109.03.05)

衛 生 福 利 部 109 年 05 月 13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蔬果類重金屬(鉛、鎘)、四環黴素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091102844 號
類、黃麴毒素、赭麴毒素 A、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
認證證明書
109.05.13
桿菌群、食米重金屬(鉛、鎘、汞、砷)、孔雀綠及其代謝
產物
109.06.15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防腐劑、硝基呋喃代謝物、氯黴素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3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份有限公司(檢驗 (02)2696-1371
http://www.biotechts.co
實驗室)
m/
80061 高雄市前鎮區復
全國公證檢驗股 興四路 12 號 10 樓之
20
份有限公司(高雄
(07)536-9895
實驗室)
http://www.ksp.org.tw/s
earch/firm_detail/133
253 新北市石門區郵政
台灣電力股份有 7 號信箱
限公司(放射試驗 (02)26381068 轉 211
http://www.taipower.co
室)
m.tw/
三信檢驗科技有 110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
限公司(三信檢驗 路 42 號
(02)24258566
科技有限公司實 http://www.ssinsp.com.t
驗室)
w/
320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
統一企業股份有 路 15 號
限公司(中壢品管 (03)4523191
http://www.tuugo.tw/Co
課)
mpanies/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
安心食品服務股 東路三段 116 號 3 樓
份有限公司(食品 (02)2567-5001
http://csr.mos.com.tw/c
檢驗中心)
oncept.html
統一企業股份有 303 新竹縣湖口鄉八德
限公司(湖口品管 路 3 段 30 號
(03)5693161#5552
課)

類、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四環黴素類

授食字第 10911003650 號
認證證明書

109.06.15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腸桿菌科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6 月 15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3638 號
認證證明書

106.09.26 放射性核種(碘-131、銫-134、銫-137)

衛生福利部 106 年 09 月 26 日衛
授食字第 1061105982 號
認證證明書

礦物質-鈉、粗脂肪、水分、粗蛋白、二氧化硫(食品)、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5 月 13 日衛
黃麴毒素、食品中脂肪酸、防腐劑、食用油脂中重金屬
109.05.13
授食字第 1091102854 號
(鉛、砷、銅、汞)、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赭麴毒素 A、
認證證明書
過氧化氫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04 月 13 日衛
授食字第 1071102243 號
認證證明書

107.04.13 水分

107.06.12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

衛 生福 利 部 107 年 06 月 12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071103557 號
認證證明書

109.03.19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黴菌及酵母菌
32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9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1586 號
認證證明書

(環境試樣放射性
核種分析實驗室)

https://www.uni-preside
nt.com.tw/other_service
/contact.asp
326 桃園市楊梅區民富
路 1 段 301 號
(03)4784143#3260
107.08.03 咖啡因
https://www.uni-preside
nt.com.tw/other_service
/contact.asp
304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
村中崙 289-5 號 3 樓
(03)621-1456 #1281
107.10.30 生菌數、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
http://www.family.com.
tw/Web_EnterPrise/pag
e/index.aspx
325 桃園市龍潭區佳安
里文化路 1000 號
03-4711400 轉 7965
107.10.26 放射性核種(碘-131、銫-134、銫-137)
https://www.iner.gov.tw
/

111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楠梓校區)(水
產業檢驗及驗證
中心)

81157 高雄市楠梓區
海專路 142 號厚生樓 4
109.03.27 包(盛)裝飲用水中重金屬(砷、鉛、鎘、汞、銅、鋅)
樓 A11414
(07)3617141#23561

112

236 新北市土城區自由
街2號3樓
康誠生技股份有 (02)22683466 轉 2761
限公司(台北檢測 https://www.facebook.c 109.01.10 食米中重金屬(鉛、鎘、汞)、蔬果類中重金屬(鉛、鎘)
om/pages/%E5%BA%
實驗室)
B7%E8%AA%A0%E7
%94%9F%E6%8A%80

108

統一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楊梅品管
課)

109

全家便利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
實驗室)

110

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核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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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7 年 08 月 03 日衛
授食字第 1071104627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0 月 30 日衛
授食字第 1071106521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0 月 26 日衛
授食字第 1071106535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27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1750 號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1 月 10 日為
受食字第 1091100160 號
認證證明書

113

114

115

%E5%85%AC%E5%8
F%B8/5094175891061
55
833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
路 823 號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2 月 04 日衛
03-3709206 轉 204
授食字第 1071107349 號
https://www.aec.gov.tw/
%E9%97%9C%E6%96
認證證明書
%BC%E6%9C%AC%
E6%9C%83/%E7%B5
行政院原子能委 %84%E7%B9%94%E6
員會輻射偵測中 %9E%B6%E6%A7%8
B/%E8%99%95%E5%
心(行政院原子能
107.12.04 放射性核種(碘-131、銫-134、銫-137)
AE%A4%E4%BB%8B
委員會輻射偵測 %E7%B4%B9%E5%8
F%8A%E9%80%A3%
中心)
E7%B5%A1%E6%96
%B9%E5%BC%8F/%E
8%BC%BB%E5%B0%
84%E5%81%B5%E6%
B8%AC%E4%B8%AD
%E5%BF%83--1_11_6
2_3801.html
95092 臺東縣臺東市大
學路二段 369 號理工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4 月 14 日衛
國立臺東大學(農 學院 A 棟 103 室
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
授食字第 1081102109 號
漁牧產品檢驗中 089-517540
109.04.14
-(五)(380)
https://wcse.nttu.edu.tw
認證證明書
心)
/files/11-1017-7312.php
?Lang=zh-tw
光泉牧場股份有 337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1 月 25 日衛
108.01.25 黃麴毒素
限公司(食安實驗 路 1249 號
授食字第 1081100455 號
34

03-386-5185 轉 175
http://www.kuangchuan
.com/05Visit/Visit0101.
aspx
337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
長榮空廚股份有
北路 3 號
限公司(長榮空廚 (03)351-3234
109.03.19 三聚氰胺
液相層析質譜儀 http://www.egsc.com.t
w/company/company.ht
實驗室)
m
孔雀綠及其代謝產物、四環黴素類、生菌數、大腸桿菌、
大腸桿菌群、乙型受體素類、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
248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
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五)(373 品
六路 25 號 7 樓
項)、總配醣生物鹼、β-內醯胺類抗生素、抗生素及其代
歐陸食品檢驗股 (02)7728-3858 轉 6630
謝物、離子型抗球蟲藥、黃麴毒素、乳製品中黃麴毒素
份有限公司(歐陸 https://www.eurofins.tw 108.11.14
M1、赭麴毒素 A、氯黴素類、胺基醣苷類抗生素(一)、
食品檢驗-台北) /%E9%97%9C%E6%9
胺基醣苷類抗生素(一)、硝基呋喃代謝物、抗原蟲劑、動
6%BC%E6%AD%90%
物用藥-多重殘留分析(二)、殘留農藥-多重殘留分析
E9%99%B8/
(五)(380 品項)、黴菌及酵母菌、腸桿菌科、金黃色葡萄
球菌、仙人掌桿菌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
國立屏東科技大
埤村學府路 1 號電算
學(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IB001
108.02.21 放射性核種(碘-131、銫-134、銫-137)
研究中心放射性 (08)770-3202 轉 6690
分析備援實驗室) http://dpm.npust.edu.tw
/bin/home.php
堂庭檢驗科技股 420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份有限公司(堂庭 145 號國農大樓 8 樓
殘留農藥-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殘留農藥823 室
108.12.17
多重殘留分析(五)
檢驗科技股份有 (04)2285-3086
限公司實驗室) http://www.tttesting.co
室)

116

117

118

119

35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03 月 19 日衛
授食字第 1091101615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6300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2 月 21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1004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2 月 27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7082 號
認證證明書

120

121

122

m.tw/about.php
908 屏東縣長治鄉神農
路 12 號
(08)762-9158 轉 5552
https://www.facebook.c
om/pages/%E5%A4%A
大江生醫股份有 7%E6%B1%9F%E7%9
限公司農科分公 4%9F%E9%86%AB%
E8%82%A1%E4%BB
108.06.05 黴菌及酵母菌
司(大江生醫農科 %BD%E6%9C%89%E
檢驗中心)
9%99%90%E5%85%A
C%E5%8F%B8%E8%
BE%B2%E7%A7%91
%E5%88%86%E5%85
%AC%E5%8F%B8/18
9942904391644
320 桃園市中壢區裕民
街 26-1 號 2 樓
(03)422-0392 轉 236
亞東生技有限公 http://twinc.com.tw/#/b
usiness/name/%E4%B
司(亞東生技食安
108.06.05 沙門氏桿菌
A%9E%E6%9D%B1%
實驗室)
E7%94%9F%E6%8A%
80%E6%9C%89%E9%
99%90%E5%85%AC%
E5%8F%B8/
11221 台北市北投區立
國立陽明大學(食 農街二段 155 號研究
品檢驗分析實驗 大樓一樓 103 室
108.07.26 放射性核種(碘-131、銫-134、銫-137)
(02)2826-7000#5954
室)
https://rmac.ym.edu.tw/

36

衛 生福 利 部 108 年 06 月 05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081102906 號
認 證 證 明書

衛 生福 利 部 108 年 06 月 05
日 衛 授 食 字 第 1081102897 號
認證證明書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7 月 26 日衛
授食字第 1081104051 號
認證證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