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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1號

送樣廠商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樣品名稱

樣品型號

樣品批號

樣品材質

製造日期

生產或供應廠商 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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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萃取鉛、鎘含量。

請參閱下一頁.測試結果

測試報告

以下測試樣品係由申請廠商所提供及確認：

2019/01/03 to 2019/01/11

台玻容器玻璃

-

-

鈉鈣玻璃

-

其他

原產國

收件日期

測試期間

測試需求

號碼 : CY/2019/10025A 日期 : 2019/01/11

台玻容器玻璃 組成(w.t %)

目標值
SiO2 Al2O3 Fe2O3 CaO Na2O+K2O

72.80±1.00 2.00±0.10 ＜0.080 10.50±0.50 13.6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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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號碼 : CY/2019/10025A 日期 : 2019/01/11

結果

No.1

ppm 0.05 n.d. 5

ppm 0.01 n.d. 0.5

160 -

1.

2.

3.

4.

5.

測試項目

LOQ =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定量極限)

mg/L = ppm

"-" = Not Regulated / 無規格值

測試部位 No.1 :

單位

鉛

透明玻璃瓶(與食物接觸面)

定量

極限
限值

備註：

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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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於 LOQ (未檢出)

測試結果

測試方法

依據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玻璃、

陶瓷器、施琺瑯之檢驗(MOHWU0009.03, 105年

8月4日部授食字第1051901371號公告)，以感

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ICP-AES)分析.

4%醋酸用量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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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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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