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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需求 :

測試期間 2020/01/07 TO 2020/01/16

測試結果 :

-

2020/01/07

格拉辛紙

送樣廠商 億謰企業有限公司

樣品材質

送樣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製造日期 1090103

有效日期 -

收件日期

樣品型號

1090103-P560

樣品名稱

樣品狀態/數量

樣品保存方式

食品級格拉辛底紙

樣品批號

散裝/-

室溫

測試報告 號碼 : CT/2020/10670 日期 : 2020/01/16

億謰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新興村大溪路26號

印刷包子底紙(食品專用日本底紙)

以下測試樣品係由申請廠商所提供及確認：

請參閱下一頁.

依據客戶指定，參考中華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108.06.12)第26條進行測試. 測試項目請

參閱測試結果表格.

依據客戶指定，參考中華民國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102.08.20部授食字第1021350146

號令修正)進行測試，測試項目請參閱測試結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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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果

No.1

** - Negative Negative

ppm 4 Negative Negative

ppm 10 n.d. 30

ppm 10 n.d. 30

ppm 10 n.d. 30

結果

No.1

ppm - <0.1 0.1

ppm - <0.1 0.1

ppm - <1 1

(2)

結果

No.1

- 塑膠類食品器具容器包裝之耐熱溫度標

示符合性試驗方法(106年11月13日衛授

食字第1061902219號公告).

- 功能性正

常，無變

褪色

功能性正

常，無變

褪色

1.

2.

3.

4.

5.

6.

7.

8.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未以塑

膠淋膜紙類製品之檢驗(107年9月27日衛

授食字第1071901922號公告).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未以塑

膠淋膜紙類製品之檢驗(107年9月27日衛

授食字第1071901922號公告).

測試項目 單位

測試項目 單位 測試方法 LOD 限值

砷以As₂O₃計-(水, 95℃, 30分鐘)

砷以As₂O₃計-(4%醋酸, 95℃, 30分鐘)

重金屬(以鉛計)-(4%醋酸, 95℃, 30分

鐘)

測試部位 No.1 :

LOQ測試方法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LOQ = 定量極限 ; LOD = 偵測極限

Negative = 未檢出 ; Positive = 檢出

"-" = Not Regulated / 無規格值

**定性分析(無單位)

蒸發殘渣-(正庚烷, 25℃, 1小時)

蒸發殘渣-(水, 95℃, 30分鐘)

限值

螢光增白劑

甲醛-(水, 95℃, 30分鐘)

蒸發殘渣-(4%醋酸, 95℃, 30分鐘)

單位

備註：

0.1 wt% = 1000 ppm

印刷包子底紙

測試方法 LOQ 限值

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n.d. = Not Detected (未檢出) = 小於 LOQ / LOD

本報告不得分離或擷錄使用。

耐熱性試驗 (110℃,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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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 報告結尾 **

* 照片中如有箭頭標示，則表示為實際檢測之樣品/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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