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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膏」市場購樣檢驗結果彙整表 

項
次 

品名 廠牌 規格/型號 原產地 
製造商或進口商 
(含地址、電話)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價格 
(單價 
/元) 

標示查核結果 

中文標示查核 主要成分(醇類)檢測 

1 弘治燃料
膏 

弘治 容量:1000 cc 

製造日期: 

110.02.01 

臺灣 融進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 19巷 8

弄 19 號 2樓 

電話:(02)2981-2426 

億萬里國際(股)公司(億萬里特
賣廣場蘆洲店)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19

號 1樓 

電話：(02)8282-7833 

$49 ○中文標示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67.2 %  

2 伙金估甲
醇膏 

伙金
估 

容量:900 cc 

製造日期: 

2020.04.28 

臺灣 貝潔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 1 段 537 

巷 96 號 

電話：(04)837-3333 

興福五金大賣場中華分店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 186

號 

電話：(02)2996-8609 

$60 ○中文標示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65.7 %  

3 夜來香燃
料 

夜來
香 

容量:650 cc 

製造日期: 

109.12.01 

臺灣 全鎂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630巷
10 號 

電話：(02)8522-3298 

幸福星百貨商行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 228

號 

電話：(02)2991-0051 

$39 ●中文標示 
商品資訊標有「酒精膏」(以小
及紅色字體標示在商品名稱
後)，與主要成分標示為「甲醇」
名稱不一致。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56.8 %  

4 純燃料膏
(工業酒
精)(甲醇) 

-- 容量:450 mL 

製造日期: 

110.06.01 

(未標
示)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永安區永工一路 5號 

分裝行：瑞隆化工原料行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 25巷 13

弄 1號 

電話：(02)2222-0719 

康達健康生活館-湯明藥局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2 段
319號 

電話：(02)2957-1980 

$25 ●中文標示 
 1.主要成分標示為「木精(甲醇) 

99.9 %」，與檢測結果為「甲
醇，含量 66.8 %」，含量標示
不一致。 

 2.未標示商品原產地、製造商電
話。 

●主要成分 
  標示:99.9 %木精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66.8 % 

5 純工業酒
精 

-- 容量:45010 cc 

製造日期: 

20210721 

臺灣 誼合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二鬮路 50巷 5

號 4樓 

電話：(02)8671-0200 

廣和藥師藥局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2 段
150號 

電話：(02)2952-2070 

$25 ●中文標示 
 1.主要成分標示為「木精(甲
醇)99.9 %」，與實際檢測結果
為「甲醇，含量 66.8 %」，含
量標示不一致。 

 2.未標示「如需補充本產品，請
直接更換器皿再添加本產
品，以免發生危險」或類似注
意事項用語。 

●主要成分 
  標示:99.9 %木精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66.8 %  

6 尚品燃料 尚品 容量:1000 cc 

製造日期: 

110.03.01 

臺灣 全鎂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630巷
10 號 

電話：(02)8522-3298 

家家買生活百貨三重店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 1 段
50 號 

電話：(02)8985-5396 

$50 ○中文標示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5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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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品名 廠牌 規格/型號 原產地 
製造商或進口商 
(含地址、電話) 

陳售地點 
(商店名稱、地址、電話) 

價格 
(單價 
/元) 

標示查核結果 

中文標示查核 主要成分(醇類)檢測 

7 龍点防爆
燃料膏 

龍点 容量:100015 cc 

製造日期: 

109.08.10 

臺灣 龍點工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健行路 1 巷 16

號 

電話：(04)2491-1891 

豐業生活館有限公司(小北百貨
新北三重店)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4 段
27號 1樓 

電話：(02)2987-6689 

$65 ○中文標示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57.1 %  

8 酒精膏 城乙 容量:600 mL 

製造日期:(未標示) 

(未標
示) 

城乙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天水路 39 號 

電話：(02)2559-6118 

城乙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天水路 39

號 

電話：(02)2559-6118 

$35 ●中文標示 
 1.商品名稱標示為「酒精膏」與
主要成分標示為「甲醇」名稱
不一致。 

 2.未標示商品原產地、製造日
期、有效日期或期間。 

 3.未標示「如需補充本產品，請
直接更換器皿再添加本產
品，以免發生危險」或類似注
意事項用語。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57.0 %  

9 雄獅保溫
膏 

雄獅 容量:650 cc 

製造日期: 

109.10.01 

臺灣 佺高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社子街 84巷 1

號 

電話：(02)2816-3677 

五九八有限公司(五一八百貨)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357

號 

電話：(02)8282-2111 

$39 ○中文標示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50.2 %  
10 101燃料膏 101 容量:900 cc15 % 

製造日期: 

2020.09.21 

臺灣 凱立化學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玉成路
1-61 號 

電話：(049)256-9859 

蝦皮購物(賣家：smallgodx2 

佳佳生活館 

$45 ○中文標示 ○主要成分 
  標示:甲醇 
  實際檢驗結果: 

  甲醇含量 56.4%  
 「○」表示符合；「●」表示中文標示查核不符合規定；「＊」表示實際檢測結果與標示不符。 

備註： 

1.標示查核： 

（1）中文標示查核： 

     A依據「商品標示法」第 9條規定應標示項目如下： 

  ─ 商品名稱。 

  ─ 生產、製造商名稱、電話、地址。屬進口商品者，並應標示進口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 原產地。 

  ─ 主要成分或材料。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其淨重、容量或度量應標示法定度量衡單位，必要時，得加註其他單位。 

  ─ 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但有時效性者，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B 依據經濟部 107年 11月 23 日經商字第 10702425870 號解釋令(自 108年 6月 1日生效):市售燃料膏應依據「商品標示法」第 10條規定，標示用途、使用與保存方法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應包含「如需補充本產品，請直接更換器皿再添加本產品，以免發生危險」或類似用語。 

（2）主要成分檢測：依據國家標準 CNS 8523「含甲醇製品中之甲醇檢驗法」檢測主要成分及含量是否與標示一致。 

2.本次檢驗件數共 10件：經檢測「主要成分」併查核「中文標示」計有 4件(項次 3、4、5、8)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不符合情形如下： 



 3 

（1）主要成分：2件(項次 4、5)主要成分標示為「木精(甲醇)99.9 %」，與檢測結果為「甲醇，含量 66.8 %」，含量標示不一致。 

（2）中文標示：4件(項次 3、4、5、8)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未標示「如需補充本產品，請直接更換器皿再添加本產品，以免發生危險」或類似注意事項用語(項次 5、8)；商品

名稱或商品資訊標有「酒精膏」與主要成分標示為「甲醇」名稱不一致(項次 3、8)；未標示製造日期、有效日期或期間(項次 8)；未標示商品原產地(項次 4、8)；未標

示製造商電話(項次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