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4929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F0675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歐蕾茶葉 產地:斯里蘭卡 

製造日期:2021.06.08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336、4337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06-23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06-23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06-30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0)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

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4929 

樣品編號：PEC2021F0675 

樣品名稱：歐蕾茶葉 產地:斯里蘭卡 

製造日期：2021.06.08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336、4337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06-23 

樣品照片：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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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603172

報告日期： 2021/07/07

ÌABA21603172ÇÎ
產品名稱： 麗春紅茶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58/2021

產品批號： 6360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2021/06/15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6/30

測試日期： 2021/06/30

測試結果： -請見下頁-

#SIGN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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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603172

報告日期： 2021/07/07

ÌABA21603172ÇÎ

定量/偵測

極限(註3)
單位

嘉磷塞及其代謝物 --- --- --- ---

嘉磷塞 未檢出 0.10 ppm(mg/kg)

嘉磷塞代謝物

(AMPA)

未檢出 0.10 ppm(mg/kg)

嘉磷塞代謝物

(N-Acetyl-AMPA)

未檢出 0.10 ppm(mg/kg)

備註：

7. 本次委託測試項目由SGS食品實驗室-台北執行(AFO21603258)。

台灣

容許量
測試結果測試方法

---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台灣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05月20日衛授食字第1091301085號令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

法規限值。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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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11 頁，分離使用無效。

3.

4.

5.

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未檢出"或" 陰性 " 表示。

- END -

測試項目

參考Quick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numerous

highly polar pesticides in food involving

extraction with acidified methanol and

LC/MS/MS measurement. I. Food of plant origin

(QuPPe-PO-Method)，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

儀(LC/MS/MS)檢測。

0.1

6.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3 of 11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603172

報告日期： 2021/07/07

ÌABA21603172ÇÎ
產品名稱： 麗春紅茶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58/2021

產品批號： 6360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2021/06/15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6/30

測試日期： 2021/06/30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測試結果：

#SIGN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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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11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4.

本食品中殘留農藥檢測之測項中，涵蓋有380項為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食品中殘留農藥檢測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部授食字

第1081900612號公告)之項目。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2.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481項農藥，均未檢出。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農藥定量分析

參考方法 AOAC Official Method 2007.01,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以氣相層析

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測。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此報告僅供自主風險／出口之目的使用。

本次委託測試項目由SGS食品實驗室-台北執行(AFO21603258)。

- END -

7.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8.

5.

9.

3.

6.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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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603172

報告日期： 2021/07/07

ÌABA21603172Ç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5739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H0442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熟成紅茶茶葉(樣品) PO:66/2021 74/2021 STD:6722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批號: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08-18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08-18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08-25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0)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5739 
樣品編號：PEC2021H0442 
樣品名稱：熟成紅茶茶葉(樣品) PO:66/2021 74/2021 STD:6722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批號：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08-18 
樣品照片：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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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802330

報告日期： 2021/08/24

ÌABA21802330[Î

產品名稱： 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4028

產品批號： 3816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8/19

測試日期： 2021/08/19

測試結果： -請見下頁-

#SIGN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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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802330

報告日期： 2021/08/24

ÌABA21802330[Î

定量/偵測

極限(註3)
單位

★ 防腐劑-酸類 --- --- --- ---

★ 對羥苯甲酸 未檢出 0.02 g/kg ---

★ 水楊酸 未檢出 0.02 g/kg ---

★ 苯甲酸 未檢出 0.02 g/kg ---

★ 己二烯酸 未檢出 0.02 g/kg ---

★ 去水醋酸 未檢出 0.02 g/kg ---

備註：

測試項目

- END -

測試結果測試方法

---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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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4 頁，分離使用無效。

3.

4.

108年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

1081900155號公告修正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

法, 以高效液相層析儀/光二極體陣列檢出器

(HPLC/PDA)檢測。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防腐劑檢驗方法涵蓋防腐劑-酸類5項及防腐劑-酯類7項，若測試報告上之測試項目有欠缺者，即

代表送檢客戶僅依其需求委託檢測。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5.

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未檢出"或" 陰性 " 表示。

6.

7.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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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802330

報告日期： 2021/08/24

ÌABA21802330[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5921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I0039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胭脂茶葉 型號:3830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28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09-01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09-01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09-08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5921 
樣品編號：PEC2021I0039 
樣品名稱：胭脂茶葉 型號:3830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28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09-01 
樣品照片：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6007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I0201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型號:PEACH 
製造日期:2021.08.27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09-08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09-08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09-10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0)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6007 
樣品編號：PEC2021I0201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型號:PEACH 
製造日期：2021.08.27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09-08 
樣品照片：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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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1504

報告日期： 2021/09/17

ÌABA21901504yÎ
產品名稱： 歐蕾紅茶茶葉(成品)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848

產品批號： 4336+4337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9/11

測試日期： 2021/09/11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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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留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1.

6.

- END -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類、乾燥蔬果類、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3.

4.

2.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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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1504

報告日期： 2021/09/17

ÌABA21901504y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6199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I0532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麗春紅茶茶葉(樣品)NO:2 
製造日期:2021.09.04 
有效日期/批號: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09-23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09-23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09-30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0)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6199 
樣品編號：PEC2021I0532 
樣品名稱：麗春紅茶茶葉(樣品)NO:2 
製造日期：2021.09.04 
有效日期/批號：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09-23 
樣品照片：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6522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J0439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訂單編號:PI21-00050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10-15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四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10-15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10-19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6522 
樣品編號：PEC2021J0439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訂單編號:PI21-00050 
製造日期：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10-15 
樣品照片：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6847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1K0058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型號:PEACH 
製造日期:2021.10.21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1-11-02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1-11-02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1-11-09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1)自訂方法(文件編

號：56-23-0205-036)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

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6847 
樣品編號：PEC2021K0058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型號:PEACH 
製造日期：2021.10.21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1-11-02 
樣品照片：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B01035

報告日期： 2021/11/12

ÌABA21B01035DÎ
產品名稱： 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4001

產品批號： PI21-00051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11/09

測試日期： 2021/11/09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備註：

2.

1.

4.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5.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3.

6.

7.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農藥定量分析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衛生福利部108年5月10日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

分析方法(五)(MOHWP0055.04)

- END -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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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MOHWP0054.04)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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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B01035

報告日期： 2021/11/12

ÌABA21B01035D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C02681

報告日期： 2021/12/29

ÌABA21C02681'Î
產品名稱： 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4001

產品批號： PI21-00069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12/27

測試日期： 2021/12/27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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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衛生福利部108年5月10日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

分析方法(五)(MOHWP0055.04)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MOHWP0054.04)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 END -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4.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5.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1.

3.

6.

7.

2.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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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C02681

報告日期： 2021/12/29

ÌABA21C02681'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7789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2A0001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型號:PI21-00074 

製造日期:2021.12.22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A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2-01-03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四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2-01-03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2-01-05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1)自訂方法(文件編

號：56-23-0205-036)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

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7789 

樣品編號：PEC2022A0001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型號:PI21-00074 

製造日期：2021.12.22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 4001/A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2-01-03 

樣品照片：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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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2201584

報告日期： 2022/02/18

ÌABA22201584=Î
產品名稱： 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4001

產品批號： PI21-00074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2022/01/24

有效日期： 2024/01/24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2/02/16

測試日期： 2022/02/16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4.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1.

3.

5.

2.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MOHWP0054.04)

農藥定量分析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衛生福利部108年5月10日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

分析方法(五)(MOHWP0055.04)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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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 -

6.

7.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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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2201584

報告日期： 2022/02/18

ÌABA22201584=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試驗報告 
71001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電話: (06)2536789 

備註: 

1.本檢驗報告僅對該檢驗樣品負責；送檢單位接獲分析結果後，一星期內如無申請複檢，所留樣品將廢棄。 
2.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3.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多重藥物殘留測試結果僅列出檢出項目，其餘測試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件中。 

4.本報告純屬通知用途，不得轉做廣告、商業推銷或他用途；本報告不得分離，分離使用無效。 

5.檢驗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實驗室負責人 

報告簽署人 
 

          

 

 (1/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序號:49322 

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樣品編號:PEC2022C0438 

 
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單位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製造日期:2022.02.25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CTT4001 樣品性狀:如照片 

申請單位: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接收日期:2022-03-09 

申請單位地址:406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文心路4段448號 測試日期:2022-03-09 

生產製造/供應商: 報告發行日期:2022-03-16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臺灣容許量 定量/偵測極限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以

二硫化碳計)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71902338 號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

－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 
 0.1 ppm 

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多重

殘留 

未檢出 參考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極性農藥及其代謝物

多重殘留分析方法(TFDAP0006.01)自訂方法(文件編

號：56-03-0205-036) 

 如附件 

殘留農藥(380項) 未檢出 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

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 
 如附件 

 
─以下空白─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中心食品安全實驗室 

(2/2) 

           專   業   團   隊   ．   國   際   認   證             

 
序號：49322 

樣品編號：PEC2022C0438 

樣品名稱：胭脂紅茶茶葉(樣品) 

製造日期：2022.02.25 

有效日期/批號：批號:CTT4001 

生產製造/供應商： 

接收日期：2022-03-09 

樣品照片：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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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6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6<Î
產品名稱： 春芽(金)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

產品批號： 73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台灣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9/06

測試日期： 2021/09/06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其檢出項

目見下頁。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2 of 9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6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6<Î
測試方法 台灣容許量

ppm

Chlorfluazuron 方法1 5.0

Chlorpyrifos 方法1 2.0

Difenoconazole 方法1 5.0

Dinotefuran 方法1 10.0

Flonicamid 方法1 5.0

Tolfenpyrad 方法1 10.0

備註：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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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9 頁，分離使用無效。

8.

測試結果

0.07 10

脫芬瑞

0.05

30

15

0.08

定量極限

20

0.05

0.05

ppm

1.27達特南

待克利

0.05

日本容許量

ppm

0.05

測試項目

克福隆

0.30

25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9. 日本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食品に残留する農薬の限度量一覧表(令和3年08月31日)之法規限值。

0.05

ppm

0.05

陶斯松

10

氟尼胺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1.

6.

台灣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0年08月18日衛授食字第1101301706號令修正農藥殘留容許量標準之

法規限值。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類、乾燥蔬果類、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3.

4.

2.

7.

5.

- END -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8 of 9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6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6<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9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8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8RÎ
產品名稱： 春芽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

產品批號： 金73+銀73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台灣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9/06

測試日期： 2021/09/06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其檢出項

目見下頁。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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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8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8RÎ
測試方法 台灣容許量

ppm

Acetamiprid 方法1 2.0

Chlorfluazuron 方法1 5.0

Difenoconazole 方法1 5.0

Dinotefuran 方法1 10.0

Fenvalerate 方法1 5.0

Flonicamid 方法1 5.0

Flucythrinate 方法1 10.0

備註：

0.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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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9 頁，分離使用無效。

8.

測試結果

0.06 10

氟尼胺

護賽寧

0.05

1.0(芬化利及其異構物總和)

15

0.06

0.22

定量極限

30

0.05

0.05

ppm

1.00達特南

待克利

0.22

日本容許量

0.05

ppm

0.05

測試項目

亞滅培

0.10

25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9. 日本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食品に残留する農薬の限度量一覧表(令和3年08月31日)之法規限值。

0.05

ppm

0.05

克福隆

30

芬化利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1.

6.

台灣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0年08月18日衛授食字第1101301706號令修正農藥殘留容許量標準之

法規限值。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類、乾燥蔬果類、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3.

4.

2.

7.

5.

- END -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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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8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8R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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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7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7GÎ
產品名稱： 春芽(銀)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

產品批號： 73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台灣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9/06

測試日期： 2021/09/06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留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類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其檢出項

目見下頁。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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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7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7GÎ
測試方法 台灣容許量

ppm

Acetamiprid 方法1 2.0

Chlorfenapyr 方法1 2.0

Chlorfluazuron 方法1 5.0

Clothianidin 方法1 5.0

λ-Cyhalothrin 方法1 2.0

Difenoconazole 方法1 5.0

Dinotefuran 方法1 10.0

Fenvalerate 方法1 5.0

Flonicamid 方法1 5.0

Flucythrinate 方法1 10.0

Imidacloprid 方法1 10.0

備註：

20

0.06

氟尼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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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9 頁，分離使用無效。

8.

0.08可尼丁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1.

克福隆

0.44

1.0(芬化利及其異構物總和)

0.06

日本容許量

0.05

ppm

0.05

0.05

測試項目

益達胺

亞滅培

0.06

0.05

克凡派

芬化利

30

30

賽洛寧

10

測試結果

0.10 40

0.11

待克利

達特南

0.11

0.05

15

0.05

10

1.19

0.06

定量極限

15

0.05

0.05

0.05

0.05

0.19

50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9. 日本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食品に残留する農薬の限度量一覧表(令和3年08月31日)之法規限值。

0.05

ppm

護賽寧

ppm

6.

台灣安全容許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10年08月18日衛授食字第1101301706號令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之

法規限值。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類、乾燥蔬果類、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3.

4.

2.

7.

5.

- END -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8 of 9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900717

報告日期： 2021/09/14

ÌABA21900717G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12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12ÈÎ
產品名稱： 胭脂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816

產品批號： 4028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7/23

測試日期： 2021/07/23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2.

4.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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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3.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 END -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7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12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12È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3076

報告日期： 2021/08/03

ÌABA21703076EÎ
產品名稱： 歐蕾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813

產品批號： 4274.4275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7/27

測試日期： 2021/07/27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2.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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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3.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留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 END -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7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3076

報告日期： 2021/08/03

ÌABA21703076E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11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11yÎ
產品名稱： 歐蕾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814

產品批號： 4276.4278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7/23

測試日期： 2021/07/23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2.

4.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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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3.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 END -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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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11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11y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08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08UÎ
產品名稱： 熟成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790

產品批號： 4194.4193.4195.4196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7/23

測試日期： 2021/07/23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2.

4.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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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3.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 END -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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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08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08U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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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09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09`Î
產品名稱： 熟成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817

產品批號： 4279.4280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7/23

測試日期： 2021/07/23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2.

4.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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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3.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 END -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7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09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09`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55,Taiwan / 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 -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1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1702810

報告日期： 2021/07/30

ÌABA21702810nÎ
產品名稱： 熟成茶葉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3828

產品批號： 4320.4321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

有效日期： —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1/07/23

測試日期： 2021/07/23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SIGN
備註：

2.

4.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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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1.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3.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 END -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107年1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殺菌劑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以頂空氣體進樣裝置進樣，連接氣相層析儀/火焰光度檢出器

(GC/FPD)檢測。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硫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農藥定量分析

108年5月1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留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

留分析方法(五)，以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LC/MS/MS)及氣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GC/MS/MS)檢

測。

7.

5.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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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胭脂紅茶茶葉(成品)

樣品包裝：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

樣品狀態/數量： 常溫/1件

產品型號： 4001

產品批號： PI21-00081

申請廠商：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或供應廠商： —

製造日期： 2022/02/28

有效日期： 2024/02/28

原產地(國)： 斯里蘭卡

以上測試樣品及相關資訊係由申請廠商提供並確認。

收樣日期： 2022/03/31

測試日期： 2022/03/31

委託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1. ★

測試方法2. ★

測試結果：

備註：

備註 ”*”處指公告檢驗方法之定量極限，如有修正檢驗方法，依最新公告者為準。

本報告共 8 頁，分離使用無效。

4.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如有不實，願意承擔完全責任。

本樣品檢測如附錄所列之380項農藥 &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詳附錄)，均未檢

出。

測試方法名稱旁有加★者，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04-22850808/陳貞君

衛生福利部108年5月10日衛授食字第1081900612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

分析方法(五)(MOHWP0055.04)

農藥定量分析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申請廠商地址/電話/聯絡人：

衛生福利部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MOHWP0054.04)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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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方法1.不適用於茶類、乾燥蔬果類、乾燥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物中免扶克、派滅淨及Nitenpyram之檢驗。

- END -

1.

5.

2.

3. 檢測結果若大於定量極限則匯整上表中，若低於定量極限則以 "未檢出"表示，本次檢測項目及定量極限分別詳列於附錄中。



食品實驗室-台中

FOOD LAB-TAICHUNG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SGS Taiwan Ltd.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報告是本公司依照背面所印之通用服務條款所簽發，此條款可在本公司網站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閱覽，凡電子文件之格式依

https://www.sgs.com.tw/Terms-and-Conditions 之電子文件期限與條件處理。請注意條款有關於責任、賠償之限制及管轄權的約定。任何持有此文件者，請注意

本公司製作之結果報告書將僅反映執行時所紀錄且於接受指示範圍內之事實。本公司僅對客戶負責，此文件不妨礙當事人在交易上權利之行使或義務之免除。未

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此報告不可部份複製。任何未經授權的變更、偽造、或曲解本報告所顯示之內容，皆為不合法，違犯者可能遭受法律上最嚴厲之追訴。

除非另有說明，此報告結果僅對測試之樣品負責。

No. 9, 14th Rd. Taichung Industrial Park, Taichung 407271, Taiwan / 407271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 14 路 9 號
t (886-4) 2359-1515 f (886-4) 2359-2948 www.sgs.com.tw

Member of SGS Group

Page: 7 of 8

永醇誠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編號： ABA22304486

報告日期： 2022/04/11

ÌABA22304486hÎ
樣品照片

#PHOTO#PHOTO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44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