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泉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天水西街2號

*BA/2019/80360*

頁數 : 1 of 2

報告編號： BA/2019/80360

報告日期： 2019/08/13

測試方法
定量/偵測

極限(註3)
單位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1173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

用水中糞便性鏈球菌之檢驗。

陰性 1 CFU/100mL 陰性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1265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

用水中綠膿桿菌之檢驗。

陰性 1 CFU/100mL 陰性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1151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

用水中大腸桿菌群檢驗。

陰性 1 CFU/100mL 陰性

衛生福利部102.09.06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溴酸鹽

之檢驗方法檢測。

5 2 ng/mL ≦ 10

未檢出 0.002 ppm(mg/kg) ≦ 0.01

未檢出 0.002 ppm(mg/kg) ≦ 0.01

未檢出 0.002 ppm(mg/kg) ≦ 0.003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

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汞之檢驗，以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分析之。

未檢出 0.0005 ppm(mg/kg) ≦ 0.001

未檢出 0.1 ppm(mg/kg) ---

未檢出 0.5 ppm(mg/kg) ---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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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報告共3頁，分離使用無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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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未檢出"或" 陰性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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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者，為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項目。

7.本次委託測試項目(溴酸鹽、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重金屬)由SGS食品實驗室-台北執行(BA/2019/80360)。

8.本次委託測試項目(鈣、鎂、鈉、鉀及二氧化矽)由SGS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執行(BA/2019/80360)。

9.本次委託測試項目(總溶解固體量及氨氮)SGS環境安全衛生事業群-台北執行(PD/2019/81072)。

- END -

★鎘 (Cd)

★汞 (Hg)

★銅 (Cu)

★鋅 (Zn)

糞便性鏈球菌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群

★溴酸鹽

★砷 (As)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

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砷鉛鎘之檢驗

，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分析之。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

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銅鋅之檢驗，

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OES)分析

之。

測試項目 測試結果
食品衛生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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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品實驗室-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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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品實驗室-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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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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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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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法
定量/偵測

極限(註3)
單位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1173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

用水中糞便性鏈球菌之檢驗。

陰性 1 CFU/100mL 陰性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1265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

用水中綠膿桿菌之檢驗。

陰性 1 CFU/100mL 陰性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1151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

用水中大腸桿菌群檢驗。

陰性 1 CFU/100mL 陰性

衛生福利部102.09.06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溴酸鹽

之檢驗方法檢測。

未檢出 2 ng/mL ≦ 10

未檢出 0.002 ppm(mg/kg) ≦ 0.01

未檢出 0.002 ppm(mg/kg) ≦ 0.01

未檢出 0.002 ppm(mg/kg) ≦ 0.003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

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汞之檢驗，以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分析之。

未檢出 0.0005 ppm(mg/kg) ≦ 0.001

未檢出 0.1 ppm(mg/kg) ---

未檢出 0.5 ppm(mg/kg) ---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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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報告共3頁，分離使用無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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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未檢出"或" 陰性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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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者，為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項目。

7.本次委託測試項目(溴酸鹽、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重金屬)由SGS食品實驗室-台北執行(BA/2019/80457)。

8.本次委託測試項目(鈣、鎂、鈉、鉀及二氧化矽)由SGS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執行(BA/2019/80457)。

9.本次委託測試項目(總溶解固體量及氨氮)SGS環境安全衛生事業群-台北執行(PD/2019/81071)。

- END -

測試結果
食品衛生

法規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

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砷鉛鎘之檢驗

，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分析之。

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

正—包裝飲用水及盛裝飲用水中銅鋅之檢驗，

以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OES)分析

之。

★鎘 (Cd)

★汞 (Hg)

★銅 (Cu)

★鋅 (Zn)

糞便性鏈球菌

★鉛 (Pb)

綠膿桿菌

大腸桿菌群

★溴酸鹽

★砷 (As)

測試項目

中食品實驗室-台中

測 試 報 告

Test Report

FOOD LAB-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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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LAB-TAICHUNG


	108.07.31-成品水特性&10項檢測-天泉6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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