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衞生測試委託試驗申請書 (台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專用)
Food and Hygiene Test Request Form
申請廠商/報告抬頭廠商中英文名稱 Name of Applicant (or Report Title):

以下由全國公證填寫
Job No.進件編號：

地址(Address):
統一編號：
聯絡人(Person to Contact):
E-mail：
電話(Tel):
分機(Ext):
傳真(Fax):
付款廠商中英文名稱 Invoice to:
同申請廠商(same as above)
地址(Address):
統一編號：
聯絡人(Person to Contact):
電話(Tel):
分機(Ext):

樣品運送方式:
廠商親送
快遞
樣品收到狀態:
常溫
冷藏
冷凍
樣品外包裝:
散裝
密封:無/有彩盒
審查(由 Intertek 客服人員簽章/日期):

E-mail：
傳真(Fax):

若該指定付款廠商依期未支付相關款項時，原申請廠商負連带清償與保證責任，絕無異議。
產品名稱 (Product Name):

批號 (Batch No.)

原產國 (Country of Original):
買家名稱 (Buyer):
工廠名稱 (Manufacturer):

MFG:

代理商 (Agent):

EXP:
產品銷售/保存條件 [食品原料及半成品免填]
冷凍(-18degC) – 凍結前未加熱
常溫(room temp.)
冷凍(-18degC) – 凍結前已加熱
真空包裝(vacuum)
冷藏(below 7degC)
經商業滅菌之罐頭食品或殺菌軟袋

進口商 (Importer):
測試樣品若需特殊之前處理方式, 請註明如下:
(申請”功效成分”類檢測時務必勾選, 否則預設整顆測試)
沖泡後測試(茶包,咖啡粉),方式為:
去除外殼(如膠囊)
去籽,皮(僅測可食部位)

此產品食用前是否需再加熱或調理? [食品原料及半成品免填]
否
是
剩餘樣退回:
否
是 (1. 自取:樣品保留一個月,逾期未取自動銷毀, 2. 代寄還時,快遞費到付) 預設:否
報告附照片:
否
是 預設:是
報告內容:
中文
英文
*申請兩種語言另收翻譯費
發報告方式:
響應環保減少紙張浪費，僅需報告電子檔
傳真
電子檔
郵寄書面報告
水分 Moisture
蛋白質 Crude Protein
總生菌數Aerobic Bacteria Count
灰份 Ash
反式脂肪 Trans fat
大腸桿菌群 Coliform
脂肪 Crude Fat
飽和脂肪 Saturated fat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i
總醣 Total Sugars
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其他細菌(請寫出):
礦物質 Minerals – (請填以下 Select below)
需保存後才測 – 時間
至有效日期
自訂:
鈉 Na
鉀K
鈣 Ca
磷 P
鎂 Mg
需保存後才測 – 溫度
常溫
冷藏
自訂:
鋅 Zn
鐵 Fe
銅 Cu
錳 Mn
其它:
食品防腐劑 Food Preservatives –
維生素 Vitamins –
Vit A
Vit C
其它:
苯甲酸 Benzoic Acid
己二烯酸 Sorbic Acid
重金屬以鉛計 Heavy metals (as Pb)
去水醋酸 Dehydroacetic Acid
水楊酸 Salicylic acid
重金屬 Heavy metals (ICP-MS) 偵測極限 0.5ppm
對羥基苯甲酸 p-Hydroxybenzoic acid
鉛 Pb
砷 As
汞 Hg
鎘 Cd
銅 Cu
對羥基苯甲酸酯類七項:
MP
BP
PP
BP
IsoPP
IsoBP
SecBP
重金屬 Heavy metals (ICP-OES) 偵測極限 2ppm
鉛 Pb
砷 As
汞 Hg
鎘 Cd
銅 Cu
食品防腐劑-丙酸 Propionate acid
食品中塑化劑 DEHP, BBP, DBP, DINP, DIDP, DNOP
甜味劑 Sweeteners –
農藥殘留 –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鹽 Cyclamate
糖精 Saccharin
農藥殘留 –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四)
醋磺內酯鉀 Acesulfame potassium
甘精 Dulcin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特急件 1-1.5 工作天(+100%費用)
急件 2-3 工作天(+50%費用)
普通件 5-7 工作天
**緩衝時間將依測項而定
工作天為口頭通知時間，不包括收件及打字、送樣或郵寄時間; 部分測試時間需另議, 不適用特急件/急件, 詳情請另洽客服專員

本申請廠商茲申請上述之試驗並同意所有試驗依本申請書前頁與背面所訂之試驗條款履行。其價款依照本申請廠商已過目之最新收費標準。
We request for the above tests and agree that all testing will be carried out subject to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TAIWAN LTD's scale of charges as set
forth in their latest price list of which we have seen a copy and upon and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hereon and overleaf.

負責人簽名或公司印章:(Authorized signature or company chop)

日期(Date):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Taiwan Ltd.
1F, No. 419, Ruiguang Rd., Neihu District, Taipei City 11492, Taiwan
全 國 公 證 檢 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1492 台 北 市 內 湖 區 瑞 光 路 419 號 1 樓
Tel: (+886-2) 6602-2888 Fax: (+886-2) 6602-2410 Web: www.intertek-t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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