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111 年 7 月 7 日

外銷水產品檢驗項目及執行登錄試驗室資訊
一、外銷水產品特約檢驗項目表
檢驗項目分類

外銷水產品檢驗項目代碼

食品微生物類(M) 生菌數(M01)、大腸桿菌群(M02)、大腸桿菌(M03) 、李斯特菌(M04)、沙門氏
菌(M05)、金黃色葡萄球菌(M06) 、腸炎弧菌(M07)
鮮度指標類(F)

揮發性鹽基態氮(F01)、組織胺(F02)、氧化三甲胺(TMAO)(F03)

環境污染物-重金 鉛(EM01)、鎘(EM02)、汞(EM03)、甲基汞(EM04)、砷(EM05)、錫(EM06)、
屬類(EM)
銅(EM07)、鋅(EM08)、鉻(EM09)、無機砷(EM10)
環境污染物-農藥 六氯環己烷(EP01)、DDT 與其代謝產物(EP02)、2,4-D 酸及其鹽類和酯類
及殺蟲劑類(EP) (EP03)、農藥(多重殘留項目)(EP04)
環境污染物-環境 戴奧辛及多氯聯苯(EH01)、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EH02)
荷爾蒙類(EH)
環境污染物-放射 碘 131(R01)、銫 134、銫 137(R02) 、鍶 90(R03)
性核種類(R)
動物用藥類(DA)

安默西林(DA01)、安比西林(DA02)、脫氧羥四環黴素(DA03)、氯四環黴素
(DA04)、羥四環黴素(DA05)、四環黴素類(DA06)、紅黴素(DA07)、北里黴素
(DA08)、林可黴素(DA09)、史黴素(DA10)、磺胺一甲氧嘧啶(DA11)、磺胺二
甲氧嘧啶(DA12)、Furazolidone(AOZ)(DA13)、Furaltadone (AMOZ)(DA14)、
Nitrofurantoin(AH)(DA15)、Nitrofurazone (SC)(DA16)、氟滅菌(DA17)、歐索林
酸(DA18)、三氯仿(DA19)、恩氟沙星(DA20)、西氟沙星(DA21)、達氟沙星
(DA22)、鹽酸二氟沙星(DA23)、歐美德普(DA24)、氟甲磺氯黴素(DA25)、甲
磺氯黴素(DA26)、氯黴素(DA27)、孔雀綠及還原型孔雀綠 (DA28)、結晶紫及
還原型結晶紫(DA29)、甲基藍(DA30)、睪固酮(DA31)、甲基睪固酮(DA32)、
丙酸睪固酮(DA33)、貝皮質醇(DA34)、氟米松(DA35)、雌三醇(DA36)、沙拉
沙星(DA37)、甲氧苄啶(DA38)、加替氟沙星(DA39) 、莫西氟沙星(DA40)、諾
氟沙星(DA41)、左氧氟沙星(DA42)、氧氟沙星(DA43)、泰黴素(DA44)

食品添加物類(A) 己二烯酸類(A01)、苯甲酸類(A02)、己二烯酸類及苯甲酸類混合(A03)、二氧化
硫(A04)、硝酸鉀(鈉)(A05)、異抗壞血酸(Erythorbic Acid)(A06)、4-己間苯二酚
(A07)、三磷酸鹽(A08)、聚磷酸鈣(A09)、乙二胺四乙酸二鈉鈣(A10)、著色劑
生物毒素類(BT)

(A11)
麻痺性貝毒(BT01)、失憶性貝毒(軟骨藻酸)(BT02)、大田軟海綿酸、鳍藻毒素
及扇貝毒素(BT03)、蝦夷扇貝毒素(BT04) 、原多甲藻酸(BT05)、黃麴毒素
(BT06)、赭麴毒素(BT07)

食品掺僞類(AD)

牛成分之定性檢驗(AD01)、羊成分之定性檢驗(AD02)、豬成分之定性檢驗
(AD03)、雞成分之定性檢驗(AD04)、鴨成分之定性檢驗(AD05)、鵝成分之定
性檢驗(AD06)、鹿成分之定性檢驗(AD07)、馬成分之定性檢驗(AD08)、動物
性成分之定性檢驗(A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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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銷水產品特約檢驗登錄試驗室名單
試驗室名稱
(登錄編號)

登錄檢驗項目代碼

地址

電話/傳真

樣品
聯絡人

備註
(認證機構)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 M01-M07、F01、F02、
114690 台北市 (02)6602-2888 曾奕綺
有限公司
EM01-EM07、EM09、
內湖區瑞光路 #207, 813, 275 (總窗口)
DA01-DA06、DA11-DA28、 423 號 8 樓(平 /(02)6602-2410 李翎瑄
(SL8Y1Y00001/
DA37、DA38、A01-A04、A11 日)、瑞光路 423
徐國才
FP-001)
號 12 樓(假日)

TFDA
TAF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 M01-M07、EM01、EM02、A04、300 新竹市食品 (03) 522-3191 謝淑女
發展研究所微生物 AD01-AD06、AD09
路 331 號
饒瑩華
#258, 308
檢驗實驗室、化學
/(03) 521-1016
分析實驗室

TAF

(SL8Y1Y00003/
FP-003)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 M01-M06、F01、EM01-EM04、248 新北市五股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 EM07、EM10、DA01-DA06、 區新北產業園區
室-台北
DA11-DA28、DA37-DA44、 五工路 125 號 4
A04、BT06、BT07
樓
(SL8Y1Y00004/

(02)22993279 陳慈惠
孫小姐
#6650, 6625,
蔡政家
6690
/(02)22991687

FP-004)
暐凱國際檢驗科技M01-M07、EM01-EM05、
114 台北市內湖 (02)8751-1232 吳珮瑀
股份有限公司
EM07、DA11-DA27、DA37、 區 內 湖 路 一 段 #262
DA38、A01-A04、A11、AD01、120 巷 15 弄 28 /(02)8751-1235
(SL8Y1Y00005/
AD03、AD04
號
FP-005)

TFDA
TAF

TFDA
TAF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M01-M07、F01、F02、EM01、811 高雄市楠梓 (07)301-2121
有限公司食品實驗EM02、EM04、DA01-DA06、 區開發路 61 號 #3211
室-高雄
DA11-DA29、DA37-DA41、
/(07)301-2867
DA43、DA44、A01-A03、A11、
(SL8Y1Y00006/
AD01-AD04、AD07、AD09
FP-006)

余玉滿

TFDA
TAF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M01-M03、EM01-EM05、
農水產品檢驗與驗DA03-DA06、DA11-DA28、
證中心
DA37、DA38、A01-A03

董怡婷

TAF

912 屏東縣內埔 (08)7740135
鄉 學 府 路 1 號 /(08)7740218
熱帶農業大樓

(SL8Y1Y00007/
FP-007)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M01-M07、EM01、EM02、 24890 新北市新 (02)22981887 鄭景文
公司
EM04、F01、DA11- DA28、 莊區新北產業園 #334, 305
黃思頴
DA37- DA38、A01-A04、A11、區 五 工 五 路 21 /(02)22982386
(SL8Y1Y00008/
BT06、BT07、AD01-AD04、 號
FP-008)
AD0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R01-R03

324 桃園市龍潭 (03)4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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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室名稱
(登錄編號)

登錄檢驗項目代碼

會核能研究所-保
健物理組-環境試
樣放射性核種分析
實驗室
(SL8Y1Y00011/
FP-012)
正修科技大學超微EH01
量研究科技中心環境檢驗實驗室

地址

電話/傳真

樣品
聯絡人

備註
(認證機構)

區 文 化 路 1000 #7607, 7957
號
/(03)4711171

林憶薰

833 高雄市鳥松 (07)7358800
區澄清路 840 號 #2642, 2643
/(07)7314090

謝蕙卿
黃明豐

TFDA

吳玉翎

TFDA
TAF

謝旖庭
蕭禾諼

TFDA

蘇子懿

TFDA

林學慶

TFDA
TAF

簡如玉

TFDA

(SL8Y1Y00013/
FP-014)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M01-M07、F01、F02、
900 屏 東 市 工 業 (08)7230341
會技術服務中心 EM01-EM05、EM07-EM10、 五路2號
#8201
DA01-DA28、DA37-DA44、
(SL8Y1Y00014/
/(08)7230285
A01-A04、BT06、AD01-AD04、
FP-015)
AD09
環虹錕騰科技股份M01-M06、EM01、EM02、
有 限 公 司 - 新 速 食EM04、A01-A03、A11
檢測定中心

806 高 雄 市 前 鎮 (07)8152100
區新衙路286之8 #513, 518
號7樓之1
/(07)8152110

(SL8Y1Y00015/
FP-016)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 DA25-DA27、A01-A04、A11 333 桃 園 市 龜 山 (03)3280026
檢測驗證中心-食
區文明路 29 巷8 #690
品安全暨藥粧分析
號
/(03)3280034
實驗室
(SL8Y1Y00016)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M01-M03、M05、M06、DA11、80276 高 雄 市 苓 (07)7134000
-檢驗科
DA12、DA17-DA27、DA37、 雅 區 凱 旋 二 路 #8131
(SL8Y1Y00017) DA38、A01-A03、AD01-AD04、132-1號8樓
/(07)7131651
AD09
振泰檢驗科技股份 M01-M03、EM04、
221 新 北 市 汐 止 (02)26981299
有限公司實驗室

DA11-DA28、DA37、DA38、 區新台五路一段 #212
79號13樓之7
(SL8Y1Y00019) A01-A04
/(02)26981229
歐陸食品檢驗股份 F01、EM01、EM02、EM04、 806604高雄市前 (07)9750101
楊雅琪
有限公司-歐陸食 EM10
鎮 區 新 生 路 #102
品檢驗-高雄
248-37號4樓
(SL8Y1Y00020)
3

TAF
TFDA

製表日期：111 年 7 月 7 日

試驗室名稱
(登錄編號)

登錄檢驗項目代碼

歐陸食品檢驗股份 M01-M06
有限公司歐陸食品
檢驗-台北

地址

電話/傳真

24891 新 北 市 新 (02)77283858
北產業園區五工 #6120
六路25號

樣品
聯絡人

備註

蕭秀如

TFDA

(認證機構)

(SL8Y1Y00021)
註： 1. TFDA 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之英文縮寫；TAF 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英文縮寫。
2. FP-○○○為 105 年 6 月 1 日前使用之登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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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銷水產品檢驗項目、登錄試驗室及參考費額表
(一)食品微生物類：
代碼

M01

M02

M03

M04

M05

M06

M07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7、
生菌數
新臺幣 800 元整
SL8Y1Y00008、SL8Y1Y00014、SL8Y1Y00015、
SL8Y1Y00017、SL8Y1Y00019、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大腸桿菌群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7、
新臺幣 1,000 元整
（Coliform）
SL8Y1Y00008、SL8Y1Y00014、SL8Y1Y00015、
SL8Y1Y00017、SL8Y1Y00019、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大腸桿菌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7、
新臺幣 1,100 元整
（Escherichia coli）SL8Y1Y00008、SL8Y1Y00014、SL8Y1Y00015、
SL8Y1Y00017、SL8Y1Y00019、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大腸桿菌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7、
（Escherichia coli）
新臺幣 4,900 元整
SL8Y1Y00008、SL8Y1Y00014、SL8Y1Y00015、
-5 件樣品
SL8Y1Y00017、SL8Y1Y00019、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李斯特菌（Listeria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8、新臺幣 1,800 元整
monocytegens）
SL8Y1Y00014、SL8Y1Y00015、SL8Y1Y00021
李斯特菌（Listeria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monocytegens）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8、新臺幣 8,000 元整
-5 件樣品
SL8Y1Y00014、SL8Y1Y00015、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沙門氏菌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8、新臺幣 1,200 元整
（Salmonella）
SL8Y1Y00014、SL8Y1Y00015、SL8Y1Y00017、
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沙門氏菌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8、
（Salmonella）
新臺幣 5,400 元整
SL8Y1Y00014、SL8Y1Y00015、SL8Y1Y00017、
-5 件樣品
SL8Y1Y00021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金黃色葡萄球菌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8、
（Coagulase（+）
新臺幣 1,200 元整
SL8Y1Y00014、SL8Y1Y00015、SL8Y1Y00017、
Staphylococci）
SL8Y1Y00021
金黃色葡萄球菌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Coagulase（+）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8、
新臺幣 5,400 元整
Staphylococci）
SL8Y1Y00014、SL8Y1Y00015、SL8Y1Y00017、
-5 件樣品
SL8Y1Y00021
腸炎弧菌（Vibrio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5、
新臺幣 1,800 元整
parahaemolyticus） SL8Y1Y00006、SL8Y1Y00008、SL8Y1Y000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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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污染物-重金屬類：
代碼

檢驗項目

EM01 鉛

EM02 鎘

EM03 汞

EM04 甲基汞

EM05 砷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7、
新臺幣 900 元整
SL8Y1Y00008、SL8Y1Y00014、SL8Y1Y00015、
SL8Y1Y00020
SL8Y1Y00001、SL8Y1Y00003、SL8Y1Y00004、
SL8Y1Y00005、SL8Y1Y00006、SL8Y1Y00007、
新臺幣 900 元整
SL8Y1Y00008、SL8Y1Y00014、SL8Y1Y00015、
SL8Y1Y00020
SL8Y1Y00001、SL8Y1Y00004、SL8Y1Y00005、
新臺幣 900 元整
SL8Y1Y00007、SL8Y1Y00014
SL8Y1Y00001、SL8Y1Y00004、SL8Y1Y00005、
SL8Y1Y00006、SL8Y1Y00007、SL8Y1Y00008、
新臺幣 3,000 元整
SL8Y1Y00015、SL8Y1Y00014、SL8Y1Y00019、
SL8Y1Y00020
SL8Y1Y00001、SL8Y1Y00005、SL8Y1Y00007、
新臺幣 900 元整
SL8Y1Y00014

EM06 錫

SL8Y1Y00001

新臺幣 1,300 元整

EM07 銅

SL8Y1Y00001、SL8Y1Y00004、SL8Y1Y00005、
新臺幣 900 元整
SL8Y1Y00014

EM08 鋅

SL8Y1Y00014

新臺幣 900 元整

EM09 鉻

SL8Y1Y00001、SL8Y1Y00014

新臺幣 900 元整

EM10 無機砷

SL8Y1Y00004、SL8Y1Y00014、SL8Y1Y00020 新臺幣 3,500 元整

(三)環境污染物-農藥及殺蟲劑類：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EP01 六氯環己烷（α, β, γ-isomers）

新臺幣 2,800 元整

EP02 DDT 與其代謝產物

新臺幣 2,800 元整

EP03 2,4-D 酸及其鹽類和酯類

新臺幣 2,800 元整

EP04 農藥(多重殘留項目)
(四)環境污染物-環境荷爾蒙類：
代碼

檢驗項目

EH01 戴奧辛及多氯聯苯（PCB）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13

新臺幣 23,000 元整

EH02 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AHs）
(五)鮮度指標類：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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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檢驗項目
F01

F02

F03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
揮發性鹽基態氮（VBN）
SL8Y1Y00006 、 SL8Y1Y00008 、 新臺幣 800 元整
SL8Y1Y00014、SL8Y1Y00020
SL8Y1Y00001 、 SL8Y1Y00006 、
組織胺
新臺幣 1,800 元整
SL8Y1Y00014
SL8Y1Y00001 、 SL8Y1Y00006 、
9 件組織胺樣品
新臺幣 9,500 元整
SL8Y1Y00014
SL8Y1Y00001 、 SL8Y1Y00006 、
18 件組織胺樣品
新臺幣 19,500 元整
SL8Y1Y00014
18 件組織胺樣品混樣成 6 件組 SL8Y1Y00001 、 SL8Y1Y00006 、
新臺幣 8,000 元整
織胺樣品混
SL8Y1Y00014
氧化三甲胺（TMAO）

新臺幣 1,800 元整

(六)動物用藥類：
1. 套組一：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DA01 安默西林（Amoxicillin）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06、SL8Y1Y00014

DA02 安比西林（Ampicillin）

每件金額(元)

2. 套組二：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DA03 脫氧羥四環黴素（Doxycycline）
DA04 氯四環黴素（Chlortetracycline）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
SL8Y1Y00006 、 SL8Y1Y00007 、 新臺幣 2,500 元整
DA05 羥四環黴素（Oxytetracycline） SL8Y1Y00014
DA06 四環黴素（Tetracycline）
3. 套組三：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14

新臺幣 2,800 元整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DA07 紅黴素（Erythromycin）
DA08 北里黴素（Kitasamycin）
DA09 林可黴素（Lincomycin）
DA10 史黴素（Spiramycin）
4. 套組四：
代碼 檢驗項目
DA13 Furazolidone （AOZ）
DA14 Furaltadone （AMOZ）
DA15 Nitrofurantoin （AH）
DA16 Nitrofurazone （SC）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
SL8Y1Y00005 、 SL8Y1Y00006 、
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07 、 SL8Y1Y00008 、
SL8Y1Y00014、SL8Y1Y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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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套組五：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磺胺一甲氧嘧啶
（Sulfamonomethoxine）
磺胺二甲氧嘧啶
DA12
（Sulfadimethoxine）
DA11

DA17 氟滅菌（Flumequine）
DA18 歐索林酸（Oxolinic acid）
DA19 三氯仿（Trichlorfon）
DA20 恩氟沙星（Enrofloxacin）
DA21 西氟沙星（Ciprofloxacin）
DA22 達氟沙星（Danofloxacin）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
SL8Y1Y00005 、 SL8Y1Y00006 、
SL8Y1Y00007 、 SL8Y1Y00008、 新臺幣 2,800 元整
SL8Y1Y00014、 SL8Y1Y00017、
SL8Y1Y00019

DA23 鹽酸二氟沙星（Difloxacin）
DA24 歐美德普（Ormetoprim）
DA37 沙拉沙星（Sarafloxacin）
DA38 甲氧苄啶（Trimethoprim）
6. 套組六：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DA25 氟甲磺氯黴素（Florfenicol）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
SL8Y1Y00005 、 SL8Y1Y00006、
SL8Y1Y00007 、 SL8Y1Y00008 、 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14 、 SL8Y1Y00016、
SL8Y1Y00017、SL8Y1Y00019

DA26 甲磺氯黴素（Thiamphenicol）
DA27 氯黴素（Chloramphenicol）

每件金額(元)

7. 套組七：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DA17 氟滅菌（Flumequine）
DA18 歐索林酸（Oxolinic acid）
DA20 恩氟沙星（Enrofloxacin）
DA21 西氟沙星（Ciprofloxacin）
DA37 沙拉沙星（Sarafloxacin）
DA39 加替氟沙星(Gatifloxacin)

SL8Y1Y00004、SL8Y1Y00006、
新臺幣 2,800 元整
SL8Y1Y00014

DA40 莫西氟沙星(Moxifloxacin)
DA41 諾氟沙星(Norfloxacin)
DA43 氧氟沙星(Ofloxacin)
DA44 泰黴素(Tyl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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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套組八：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04、SL8Y1Y00014

新臺幣 2,800 元整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DA28 孔雀綠及還原型孔雀綠

SL8Y1Y00001 、 SL8Y1Y00004 、
SL8Y1Y00006 、 SL8Y1Y00007 、
新臺幣 1,500 元整
SL8Y1Y00008 、 SL8Y1Y00014 、
SL8Y1Y00019

DA29 結晶紫及還原型結晶紫

SL8Y1Y00006

DA17 氟滅菌（Flumequine）
DA18 歐索林酸（Oxolinic acid）
DA20 恩氟沙星（Enrofloxacin）
DA21 西氟沙星（Ciprofloxacin）
DA37 沙拉沙星（Sarafloxacin）
DA39 加替氟沙星(Gatifloxacin)
DA40 莫西氟沙星(Moxifloxacin)
DA41 諾氟沙星(Norfloxacin)
DA42 左氧氟沙星(Levofloxacin)
DA43 氧氟沙星(Ofloxacin)
DA44 泰黴素(Tylosine)
9. 非套組動物用藥：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0 甲基藍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1 睪固酮（Testosterone）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2 甲基睪固酮（methyl-testosterone）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3

丙 酸 睪 固 酮 （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4 貝皮質醇（Betamethasone）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5 氟米松（Flumethasone）

新臺幣 1,500 元整

DA36 雌三醇（Estriol）

新臺幣 1,500 元整

(七)食品添加物類:
代碼 檢驗項目

A01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01 、 SL8Y1Y00005 、
己二烯酸類（A01）：己二烯酸
SL8Y1Y00006 、 SL8Y1Y00007 、
（Sorbic acid）、 己二烯酸鉀
SL8Y1Y00008 、 SL8Y1Y00014 、 新臺幣 1,500 元整
（Potassium sorbate）、 己二烯
SL8Y1Y00015 、 SL8Y1Y00016、
酸鈣（Calcium sorbate）
SL8Y1Y00017、SL8Y1Y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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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A03

A04

苯 甲 酸 類 （ A02 ） ： 苯 甲 酸 SL8Y1Y00001 、 SL8Y1Y00005 、
（ Benzoic acid ） 、 苯 甲 酸 鈉 SL8Y1Y00006 、 SL8Y1Y00007 、
（Sodium benzoate）、苯甲酸鉀 SL8Y1Y00008 、 SL8Y1Y00014 、 新臺幣 1,500 元整
（Potassium Benzoate）、苯甲酸 SL8Y1Y00015 、 SL8Y1Y00016、
鈉鈣（Calcium Benzoate）
SL8Y1Y00017、SL8Y1Y00019
SL8Y1Y00001 、 SL8Y1Y00005 、
SL8Y1Y00006 、 SL8Y1Y00007 、
己二烯酸類及苯甲酸類混合
SL8Y1Y00008 、 SL8Y1Y00014 、 新臺幣 2,000 元整
SL8Y1Y00015 、 SL8Y1Y00016、
SL8Y1Y00017、SL8Y1Y00019
SL8Y1Y00001 、 SL8Y1Y00003 、
SL8Y1Y00004 、 SL8Y1Y00005 、
二氧化硫（SO2）
新臺幣 1,200 元整
SL8Y1Y00008 、 SL8Y1Y00014 、
SL8Y1Y00016、SL8Y1Y00019

A05

硝酸鉀（鈉）

新臺幣 1,500 元整

A06

異抗壞血酸（Erythorbic Acid）

新臺幣 1,500 元整

A07

4-己間苯二酚

新臺幣 1,500 元整

A08

三磷酸鹽

新臺幣 1,500 元整

A09

聚磷酸鈣

新臺幣 1,500 元整

A10

乙二胺四乙酸二鈉鈣

新臺幣 2,800 元整

A11

著色劑

SL8Y1Y00001 、 SL8Y1Y00005 、
SL8Y1Y00006 、 SL8Y1Y00008 、 新臺幣 2,600 元整
SL8Y1Y00015、SL8Y1Y00016

(八)環境污染物放射性核種類:
代碼 檢驗項目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R01

碘 131

R02

銫 134、銫 137

SL8Y1Y00011

新臺幣 1,500 元整

R03

鍶 90

SL8Y1Y00011

新臺幣 12,000 元整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九)生物毒素類
代碼 檢驗項目
BT01 麻痺性貝毒

新臺幣 5,000 元整

BT02 失憶性貝毒(軟骨藻酸)

新臺幣 4,000 元整

BT03

大田軟海綿酸、鳍藻毒素及扇貝
毒素

新臺幣 10,000 元整

BT04 蝦夷扇貝毒素類

新臺幣 4,000 元整

BT05 原多甲藻酸

新臺幣 4,000 元整

BT06 黃麴毒素

SL8Y1Y00004、SL8Y1Y00008、
新臺幣 2,600 元整
SL8Y1Y00014

BT07 赭麴毒素

SL8Y1Y00004、SL8Y1Y00008 新臺幣 2,6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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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食品摻偽類:
代碼 檢驗項目
AD01 牛成分之定性檢驗

AD02 羊成分之定性檢驗

AD03 豬成分之定性檢驗

AD04 雞成分之定性檢驗

試驗室登錄編號

每件金額(元)

SL8Y1Y00003、SL8Y1Y00005、
SL8Y1Y00006、SL8Y1Y00008、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14、SL8Y1Y00017
SL8Y1Y00003、SL8Y1Y00006、
SL8Y1Y00008、SL8Y1Y00014、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17
SL8Y1Y00003、SL8Y1Y00005、
SL8Y1Y00006、SL8Y1Y00008、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14、SL8Y1Y00017
SL8Y1Y00003、SL8Y1Y00005、
SL8Y1Y00006、SL8Y1Y00008、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14、SL8Y1Y00017

AD05 鴨成分之定性檢驗

SL8Y1Y00003

新臺幣 2,500 元整

AD06 鵝成分之定性檢驗

SL8Y1Y00003

新臺幣 2,500 元整

AD07 鹿成分之定性檢驗

SL8Y1Y00006

新臺幣 2,500 元整

AD08 馬成分之定性檢驗
AD09 動物性成分之定性檢驗

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03、SL8Y1Y00006、
SL8Y1Y00008、SL8Y1Y00014、新臺幣 2,500 元整
SL8Y1Y00017

備註：
參考費額均包含試驗報告寄送費、試驗費及稅金，試驗室應不得收取超過參考費額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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