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A

報告日期：2017/10/02

芥酸 未檢出 (N.D.)

-以下空白-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分析日期:

委託日期: 2017/09/22

檢驗方法:

樣品名稱: SALVAGNO OLIO EXTRA VERGINE DI OLIVA

瓶裝,市售完整包裝 保存期限二年

委託者: 嘉美餐坊

830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6巷一號

樣品資訊:

委託者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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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項目: 芥酸

檢驗項目

食品中脂肪酸之檢驗方法 (衛生福利部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978號公告修正)。

(註1)

Technical Manager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Hyper Quantum Technologies, Ltd.

Erucic acid

安全容許量

2017/09/29~2017/10/02

5.0%檢驗結果:

備註: 方法之定量極限為芥酸0.05 %，低於定量極限之檢驗結果以未檢出 (N.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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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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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實際安全容許量以主管機關發佈之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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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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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A

報告日期：20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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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6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B
報告日期：201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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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

黃麴毒素B1 未檢出 (N.D.)
黃麴毒素B2 未檢出 (N.D.)
黃麴毒素G1 未檢出 (N.D.)
黃麴毒素G2 未檢出 (N.D.)

-以下空白-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安全容許量

備註: 方法之定量極限為黃麴毒素B1/G1 0.2 ppb、黃麴毒素B2/G2 0.1 ppb，低於定量極限之檢驗結果以未檢出 (N.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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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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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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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複製除外。

 　Aflatoxin B1

#表示該檢驗項目係委由外包單位執行分析。
參考，實際安全容許量以主管機關發佈之最新公告為準。

總黃麴毒素限量
10 ppb

檢驗結果:

 　Aflatoxin G2

 　Aflatoxin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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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品名稱: SALVAGNO OLIO EXTRA VERGINE DI OLIVA

瓶裝,市售完整包裝 保存期限二年

委託者: 嘉美餐坊

檢驗項目: 黃麴毒素

檢驗項目

 　Aflatoxin B2

樣品資訊:

委託者地址:

分析日期:

委託日期: 2017/09/22

檢驗方法:

2017/09/22~2017/09/25

食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黃麴毒素之檢驗 (衛生福利部104年9月23日部授食字第104190
1616號公告修正, MOHWT0001.03)。(註1)

830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6巷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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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B
報告日期：201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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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

樣品照片: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C

報告日期：2017/10/02

砷 <Z

銅 <Z

汞 <Z

鉛 <Z

-以下空白-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安全容許量
(單位：μg/g, ppm)

樣品名稱: SALVAGNO OLIO EXTRA VERGINE DI OLIVA

瓶裝,市售完整包裝 保存期限二年

委託者: 嘉美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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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senic (As)

Copper (Cu)

Mercury (Hg)

Lead (Pb)

830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6巷一號

樣品資訊:

委託者地址:

委託日期: 2017/09/22

檢驗結果:

0.1

0.1

0.1

分析日期: 2017/09/27~2017/09/29

檢驗項目: 重金屬 (砷、銅、汞、鉛)

檢驗方法:

0.4

重金屬檢驗方法總則 (衛生福利部103年8月25日部授食字第1031901169號公告修正)，以感應耦合電

漿質譜儀 (ICP/MS) 進行分析。(註1)

檢驗項目
(單位：μg/g, ppm)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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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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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之定量極限或檢量線最低點為砷/銅/汞/鉛0.01 ppm，低於定量極限和檢量線最低點之檢驗結果分別以未檢出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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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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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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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C

報告日期：20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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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7



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D

報告日期：2017/10/02

銅葉綠素 未檢出 (N.D.)

-以下空白-

報告簽署人:

1.

2.

3.

4.

5.

檢驗項目: 銅葉綠素#

樣品資訊:

分析日期: 2017/09/25~2017/10/01

檢驗方法: 食用油中Cu-pyropheophytin A之檢驗方法 (TFDAA0018.00)(註1)

830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6巷一號委託者地址:

委託日期:

不得檢出

檢驗項目
(單位：ppm)

安全容許量
(單位：ppm)

檢驗結果:

樣品名稱: SALVAGNO OLIO EXTRA VERGINE DI OLIVA

瓶裝,市售完整包裝 保存期限二年

委託者: 嘉美餐坊

2017/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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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per Chlorophyll

Technical Manager signed for and on behalf of

Hyper Quantum Technologi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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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方法之定量極限為銅葉綠素0.05 ppm，低於定量極限之檢驗結果以未檢出 (N.D.) 表示。

部複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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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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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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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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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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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報 告
Analysis Report

報告編號：170922-001-001-D

報告日期：20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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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