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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微生物能力詴驗參與簡章
一、能力詴驗簡介
能力詴驗為透過實驗室間比對並依照既定的標準來判斷其校正或測詴
技術的活動。實驗室可分析自己的需要及其提供服務之風險管理因素，選擇
適合的技術項目/類別之能力詴驗活動與參與頻率。能力詴驗辦理機構製備
具均勻性及穩定性的能力詴驗樣品，由參與之實驗室進行檢驗後回傳其檢驗
結果，再透過統計分析技術，給予參與實驗室審查檢驗結果之標準。
二、適用範圍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於其實驗室認證規範文件中明訂，實
驗室應自行分析其需求，制定能力詴驗參與計畫並予以實施，以符合申請認
證及已認證的範圍。能力詴驗適用於實驗室之品質管制程序，以監控詴驗與
校正作業之有效性。能力詴驗的結果亦可用於實驗室品管措施中風險與機會
之分析，並可協助實驗室對其管理系統及測詴與校正活動之審查。
一般未取得認證之實驗室及廠內內部品管實驗室雖無須符合認證規範
需求，但亦可利用能力詴驗之參與，瞭解其實驗室之偏差及品管人員之檢驗
能力，以確保品管數據之正確性及有效性，並為其生產之產品多增添一分保
障。
三、能力詴驗舉辦機構簡介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為非營利性財團法人組織，成立於 1965
年，由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前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暨前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共同捐資設立，之後逐步擴展研發領域，建立食品
與生技產業之關鍵技術，成為台灣食品領域最具規模之研究發展與專業訓練
機構。兼具食品與生物資源研發能量，且為台灣最具公信力的食品輔導及認
證機構，致力於協助政府推動優良食品認（驗）證制度，包括農委會 CAS、
衛福部食藥署 HACCP、財政部酒品及 TQF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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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秉持技術、品質及服務的理念，遵循 ISO/IEC
17025 的國際標準，獲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之認證，並成為
第一家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核定之食品衛生檢驗機構，檢驗技術位居全台領
導地位。本中心接受產、官、學各界之委託，提供專業、有效率的分析及檢
驗服務，檢驗報告具公信力，並獲得國際間之相互認可。
四、能力詴驗舉辦場次及說明
2022 能力詴驗舉辦場次如下：
檢驗項目

場次編號

樣品基質

預計樣品寄送日

樣品數量

費用（新台幣）

FM012201

嬰兒配方奶粉

2022/3/8

2

$10,000

大腸桿菌（定量）

FM012202

豬肉

2022/10/25

2

$10,000

金黃色葡萄球菌（定性/定量）*

FM042201

奶粉

2022/4/19

2/1

$9,000

金黃色葡萄球菌（定量）

FM042202

豬肉

2022/8/23

1

$9,000

腸桿菌科（定量）

FM142201

嬰兒配方奶粉

2022/6/21

1

$8,500

FM052202

豬肉

2022/2/15

2

$9,000

FM052201

嬰兒配方奶粉

2022/9/20

2

$9,000

FM102201

嬰兒配方奶粉

2022/5/17

2

$9,000

生菌數（定量）
大腸桿菌群（定量）

沙門氏桿菌（定性）
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定性）

*請於報名時註明欲參與定性或定量檢測，定性檢測樣品為 2 件，定量檢測樣品為 1 件。

說明：
1. 預計樣品寄送日為預計之詴驗起始日，但以實際樣品寄送日為準。
2. 能力詴驗之參與以場次編號為準，報名前請確認預計參與之能力詴驗場
次編號。
3. 樣品寄送日以實際為準，若樣品之寄送有所延誤或變更將以電子郵件另
行通知。
4. 能力詴驗辦理機構保留變更其相關內容的權利，能力詴驗場次內容若有
變更將另行公告。
五、報名辦法
能力詴驗報名及參與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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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填寫能
力詴驗參與
報名表
（如附件）

傳真能力詴
驗參與報名
表至辦理機
構服務窗口
(03)5613617

收取繳費通
知單並完成
繳費

收取E-mail
郵件之"物
流包裹查詢
號碼"以查
詢樣品寄送
狀態

收取能力詴
驗樣品

完成檢驗

填寫能力詴
驗結果回覆
表並傳真至
(03)5623653

說明：
1. 請以正楷填寫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如附件）
，並確保其填寫之資訊無誤。
如欲報名不同能力詴驗場次請分別填寫報名表，請勿合併場次報名。
2. 申請人可自行將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複印留檔，以備日後查詢。
3. 請將填妥之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傳真至(03)5613617，承辦人員收件後將
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寄發繳費通知單，於期限內繳費即完成報名程序。傳
真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後 7 個工作天內如未收到繳費通知單，敬請與舉
辦機構服務窗口聯絡，聯絡電話為(03)5223191~6 轉 257、258 或 259。
4. 樣品寄送日前 14 個工作天當天將停止收件，請欲參加能力詴驗之申請者
務必於截止期限內將報名表傳真至(03)5613617 並完成繳費。
5. 樣品確認寄出時將以電子郵件（E-mail）通知聯絡人，並提供物流包裹
查詢號碼以供聯絡人查詢，若樣品之寄送有所延誤或變更也將以電子郵
件另行通知。
6. 能力詴驗樣品皆以冷藏寄送並內附冰雹，送達之樣品若有嚴重失溫情況
請立即與辦理機構專員聯繫。
7. 送達之樣品若有損毀或其他無法接受之異常情況，請保留樣品並立即與
舉辦機構專員聯繫，以安排後續處理事宜，請勿自行銷毀樣品。
8. 能力詴驗申請人應注意樣品物流狀態，樣品寄送後 3 個工作天內如未收
到樣品包裹，請立即與舉辦機構專員聯繫。
9. 詴驗終止日大約為樣品寄送日後 2～4 週，實際詴驗終止日請詳見各場次
之[能力詴驗參與說明]（附件於樣品寄送包裹內）。
10. 能力詴驗檢驗結果請紀錄於[能力詴驗結果回覆表]（附件於樣品寄送包
裹內），並於該場次指定詴驗終止日前傳真至(03)5613653。
11. 能力詴驗結果報告（一份）將於該場次指定詴驗終止日後 30 天內寄發予
聯絡人，如未於期限內傳真[能力詴驗結果回覆表]至(03)5613653，則不
予寄發能力詴驗結果報告。對於能力詴驗結果報告如有任何疑問請與舉
辦機構專員聯繫。
12. 對於能力詴驗之參與有任何其他疑問請與舉辦機構專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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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約條款
1.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為實際執行能力詴驗場次服務之單位；申請者為申請
參與能力詴驗之申請人（或機構）
、聯絡人（或機構）及參與人（或機構）。
2.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應於合約執行起提供能力詴驗相關資料並明定資料之
交付日期予申請者以利於服務之進行。
3. 申請者應提供真實、正確的資訊及數據填寫於[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及
[能力詴驗結果回覆表]予能力詴驗舉辦機構以利於服務之進行。
4.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提供予申請者之能力詴驗樣品/材料，除為能力詴驗要
求進行事項外，未經能力詴驗舉辦機構同意，不可使用於其他用途。申
請者須嚴格管制本樣品/材料，除申請者相關人員外，未經能力詴驗舉辦
機構書面同意，申請者不得將本材料交與第三方。
5. 本服務合約執行期間若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能力詴驗舉辦機構之事
由，以致本服務難以繼續執行時，能力詴驗舉辦機構得通知申請者終止
本合約，合約終止時申請者已支付之服務費將予退還。
6. 本服務合約執行期間若因申請者自身因素，欲終止本合約，於預計樣品
寄送日 4 週前告知能力詴驗舉辦機構，則於合約終止時將退還申請者已
支付之服務費的百分之 50（50 %）
；於預計樣品寄送日 2～4 週告知能力
詴驗舉辦機構，則於合約終止時將退還申請者已支付之服務費的百分之
25（25 %）
；於預計樣品寄送日 2 週內告知能力詴驗舉辦機構，合約終止
時申請者已支付之服務費，不予退還。
7.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對於申請者之合約相關業務，應負保密責任。能力詴
驗舉辦機構於處理申請者之各項業務資料或數據時，非經申請者同意不
得以任何形式告知他人或其他公司行號。
8.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保管因本合約而知悉或持
有未公開之其相關資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方或使第三方知
悉。能力詴驗舉辦機構之相關人員（代表人、員工及其所有相關人員等）
僅於「有必要知悉」（need to know basis）之情形下，機密資料始得被揭
露予該相關人員知悉，且該相關人員應與收受方簽訂與本合約條款相同
或相類似之保密合約，並依該合約被賦予與不低於本合約規定之保密義
務，以維護申請者之權益。
9. 本服務合約自申請者於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中「申請者(機構)簽章處」
簽章並繳費完成報名程序之日起生效，若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則此合約
不予生效。
10. 申請者對於本服務合約有額外之需求或要求時，在能力詴驗舉辦機構同
意許可辦理的情況下，申請者應負擔其額外衍生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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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保留任何所有權、標題、版權、能力詴驗結果報告中
的知識產權及根據合約之執行衍生的其他版權。所有提交給能力詴驗舉
辦機構的數據結果和根據能力詴驗計劃創建的統計輸出結果亦視為能力
詴驗舉辦機構的財產。
12.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保留變更其相關內容的權利，但以不影響其申請者之
權益為考量。
七、聯絡方式
舉辦機構：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
地址：300 新竹市食品路 331 號
網址：http://www.firdi.org.tw/
服務窗口電話：(03)5223191-6 轉 257,258,259
服務窗口傳真：(03)5613617
能力詴驗專員：鄭景陽
電話：(03)5223191-6 轉 251
傳真：(03)5613653
E-mail：wus@fird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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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
檢驗技術研發及服務中心
地
址：新竹市 300 食品路 331 號
電
話：(03)5223191~6 轉 257,258,259
傳
真：(03)5613617
機構/實驗室名稱：

申請日期：

統一編號：

發票抬頭：

聯絡人(全銜)：

西元

年

月

聯絡電話：

分機：

手機：

傳真：

E-mail：
聯絡地址：
樣品收件人：
樣品寄送地址：

□ 同聯絡人
□ 同聯絡地址

TAF 認證實驗室： □ 是；實驗室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 否

報名場次編號：

費用：

備註：

申請者(機構)簽章：

舉辦機構服務窗口承辦人員：

※報名注意事項：
1. 請以正楷填寫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並確保其填寫之資訊無誤。如欲報名不同能力詴驗場次請分別填寫報名表，請勿
合併場次報名。
2. 請將填妥之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傳真至(03)5613617，承辦人員收件後將寄發繳費通知單，於期限內繳費即完成報名程
序。傳真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後 7 個工作天內如未收到繳費通知單，敬請與舉辦機構服務窗口聯絡。
3. 樣品寄送日前 14 個工作天當天將停止收件，請欲參加能力詴驗之申請者務必於截止期限內將報名表傳真至
(03)5613617 並完成繳費。如欲報名不同能力詴驗場次請分別填寫報名表，請勿合併場次報名。
4. 樣品確認寄出時將以電子郵件（E-mail）通知聯絡人，並提供物流包裹查詢號碼以供聯絡人查詢，因此請務必填寫正
確之電子郵件位址。
5. 申請者於能力詴驗參與報名表中「申請者(機構)簽章處」簽章，意即同意其合約條款（詳見能力詴驗參與簡章）
，請務
必確實簽章，未簽章之報名表將不予受理。
6. 能力詴驗結果報告（一份）將於詴驗終止日後 30 天內寄發予聯絡人，因此請務必填寫正確之聯絡人姓名及地址。
7. 能力詴驗舉辦機構保留變更其相關內容的權利，但以不影響其申請者之權益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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