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A
報告日期：2017/07/28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備註: 方法之定量/偵測極限為水分13.0 g/100 g、酸度1.00 meqH+/1000 g、蔗糖/果糖/葡萄糖0.25 g/100 g、

本檢驗報告樣品是由顧客送樣，且由顧客聲稱並經確認。本檢驗報告僅對本樣品負責，有效期限為5年。
*表示該檢驗項目屬認證範圍，#表示該檢驗項目係委由外包單位執行分析。
Schade unit：在40 ℃一個小時的測試條件下，把0.01克的澱粉轉化成被規定的終點。

部複製除外。
本檢驗報告所記載事項，僅供作參考資料，不得做為廣告之用。未經本公司實驗室書面同意不得摘錄、複製，但全

委託者地址: 屏東市公興路730巷58號

CNS1305 N5024、CNS9431 N6173 (註1)

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水不溶物
酸度

委託日期: 2017/07/21

樣品名稱: 台灣蜂蜜

市售完整包裝,保存期限24個月

委託者: 誠泓銘養蜂場

樣品資訊:

檢驗方法:

分析日期: 2017/07/25~2017/07/26

⽔分、⽔不溶物、酸度、蔗糖、果糖、葡萄糖、澱粉酶值、羥甲基糠醛

檢驗項目

水分

蔗糖
果糖
葡萄糖
澱粉酶值
羥甲基糠醛 (HMF)

18.0 g/100 g
0.062 g/100 g

13.85 meqH+/1000 g
未檢出 (N.D.)

34.10 g/100 g
34.41 g/100 g

8.18 Schade unit
12780 µg/g

-以下空白-

澱粉酶值2.64 Schade unit、羥甲基糠醛10 μg/g，低於定量極限之檢驗結果以未檢出 (N.D.) 表示。

Technical Manager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Hyper Quantum Technologies, Ltd.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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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頁 / 共2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7/06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A
報告日期：2017/07/28

樣品照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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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頁 / 共2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7/06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B
報告日期：2017/07/28

氯黴素4項 未檢出 (N.D.)

-以下空白-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樣品名稱: 台灣蜂蜜

市售完整包裝, 保存期限24個月

委託者: 誠泓銘養蜂場

樣品資訊:

屏東市公興路730巷58號

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氯黴素4項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氯黴素類抗生素之檢驗 (衛生福利部103年6月6日部授食字第
1031900630號公告訂定)。(註1)

委託者地址:

Chloramphenicols

2017/07/21

分析日期:

委託日期:

2017/07/24~2017/07/25

檢驗方法:

Technical Manager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Hyper Quantum Technologies, Ltd.

備註: 方法之定量極限見附表一，低於定量極限之檢驗結果以未檢出 (N.D.) 表示。
*表示該檢驗項目屬認證範圍，#表示該檢驗項目係委由外包單位執行分析。

部複製除外。

本檢驗報告樣品是由顧客送樣，且由顧客聲稱並經確認。本檢驗報告僅對本樣品負責，有效期限為5年。
本檢驗報告所記載事項，僅供作參考資料，不得做為廣告之用。未經本公司實驗室書面同意不得摘錄、複製，但全

本檢驗報告所列之安全容許量，是以報告日期當日參照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佈之最新公告，其值僅
供作參考，實際安全容許量以主管機關發佈之最新公告為準。

檢驗項目 安全容許量

-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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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頁 / 共3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2/23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B
報告日期：2017/07/28

樣品照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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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頁 / 共3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2/23



檢 驗 報 告 - 附表
Analysis Report - Appendix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B
報告日期：2017/07/28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1 chloramphenicol 氯黴素 0.0003
2 thiamphenicol 甲磺氯黴素 0.005
3 florfenicol 氟甲磺氯黴素 0.005
4 florfenicol amine 氟甲磺氯黴素胺 0.005

附表一：氯黴素4項之定量極限

# 檢驗項目名稱 定量極限 (ppm)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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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頁 / 共3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2/23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C
報告日期：2017/07/28

四環黴素7項 未檢出 (N.D.)

-以下空白-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檢驗項目 安全容許量

-

備註: 方法之定量極限見附表一，低於定量極限之檢驗結果以未檢出 (N.D.) 表示。
*表示該檢驗項目屬認證範圍，#表示該檢驗項目係委由外包單位執行分析。

部複製除外。

本檢驗報告樣品是由顧客送樣，且由顧客聲稱並經確認。本檢驗報告僅對本樣品負責，有效期限為5年。
本檢驗報告所記載事項，僅供作參考資料，不得做為廣告之用。未經本公司實驗室書面同意不得摘錄、複製，但全

本檢驗報告所列之安全容許量，是以報告日期當日參照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佈之最新公告，其值僅
供作參考，實際安全容許量以主管機關發佈之最新公告為準。

Technical Manager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Hyper Quantum Technologies, Ltd.

2017/07/21

分析日期:

委託日期:

2017/07/24~2017/07/26

檢驗方法:

屏東市公興路730巷58號

檢驗結果:

檢驗項目: 四環黴素7項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四環黴素類抗生素之檢驗 (衛生福利部103年12月10日部授食字
第1031901795號公告修正)。(註1)

委託者地址:

Tetracyclines

樣品名稱: 台灣蜂蜜

市售完整包裝, 保存期限24個月

委託者: 誠泓銘養蜂場

樣品資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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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頁 / 共3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5/04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C
報告日期：2017/07/28

樣品照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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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頁 / 共3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5/04



檢 驗 報 告 - 附表
Analysis Report - Appendix

報告編號：170721-001-001-C
報告日期：2017/07/28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1 tetracycline 四環黴素 5
2 oxytetracycline 羥四環黴素 5
3 chlortetracycline 氯四環黴素 5
4 doxycycline 脫氧羥四環黴素 5
5 4-epimer-tetracycline - 5
6 4-epimer-oxytetracycline - 5
7 4-epimer-chlortetracycline - 5

附表一：四環黴素7項之定量極限

# 檢驗項目名稱 定量極限 (ppb)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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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頁 / 共3頁 報告格式生效日期：2017/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